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10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06 基I211000040 勸募捐款  $            100 李聯慶
110/10/06 基I211000039 勸募捐款  $         1,000 翁宇凱
110/10/06 基I211000038 勸募捐款  $           200 我的佛牌工作順利
110/10/06 基I211000037 勸募捐款  $         2,000 湯
110/10/06 基I211000036 勸募捐款  $           300 謝中奇

110/10/07 基C211007001 勸募捐款  $       2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0/07 基I211000050 勸募捐款  $         3,000 吳詩雯
110/10/07 基I211000049 勸募捐款  $           500 陳昱玄
110/10/07 基I211000048 勸募捐款  $            100 曾國智
110/10/07 基I211000047 勸募捐款  $           300 謝蕙雯

110/10/08 基C211008001 勸募捐款  $       2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0/08 基I211000057 勸募捐款  $           200 郭郁婷
110/10/08 基I211000056 勸募捐款  $            100 陳丁瑞
110/10/08 基I211000055 勸募捐款  $            100 楊中國
110/10/08 基I211000054 勸募捐款  $           200 張嘉玲
110/10/08 基I211000053 勸募捐款  $           300 陳文峰
110/10/08 基I211000052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0/08 基I211000051 勸募捐款  $           300 劉柏宏
110/10/09 基I211000062 勸募捐款  $           200 劉佳穎
110/10/09 基I211000061 勸募捐款  $            100 謝佑芳
110/10/09 基I211000060 勸募捐款  $           300 郭俊億
110/10/09 基I211000059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10/09 基I211000058 勸募捐款  $         3,000 蔡永隆
110/10/10 基I211000068 勸募捐款  $            100 林佳正
110/10/10 基I211000067 勸募捐款  $           200 陳炳宏
110/10/10 基I211000066 勸募捐款  $         2,000 施建立
110/10/10 基I211000065 勸募捐款  $           250 戴鳳蓮
110/10/10 基I211000064 勸募捐款  $           200 王明群
110/10/10 基I211000063 勸募捐款  $            100 陳大丙
110/10/11 基I211000074 勸募捐款  $         1,000 王泳心
110/10/11 基I211000073 勸募捐款  $            100 劉冠輝
110/10/11 基I211000072 勸募捐款  $           200 何許秋壼
110/10/11 基I211000071 勸募捐款  $           200 何雅婷
110/10/11 基I211000070 勸募捐款  $       10,000 王柏鈞
110/10/11 基I211000069 勸募捐款  $            100 顏國安

110/10/12 基C211012001 勸募捐款  $       20,0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0/12 基I211000083 勸募捐款  $           200 菻書賢
110/10/12 基I211000082 勸募捐款  $            100 黃先生
110/10/12 基I211000081 勸募捐款  $            100 黃榆翔
110/10/12 基I211000080 勸募捐款  $            100 曾小姐
110/10/12 基I211000079 勸募捐款  $            100 黃洪金鳳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2/9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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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12 基I211000078 勸募捐款  $            100 黃丁趁
110/10/12 基I211000077 勸募捐款  $           200 黃龍杰
110/10/12 基I211000076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伊
110/10/12 基I211000075 勸募捐款  $           500 鍾銘哲
110/10/13 基I211000091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0/13 基I211000090 勸募捐款  $            100 林詣翔
110/10/13 基I211000089 勸募捐款  $            100 吳雅惠
110/10/13 基I211000088 勸募捐款  $           300 郭鎮瑋
110/10/13 基I211000087 勸募捐款  $            100 司命真君
110/10/13 基I211000086 勸募捐款  $           600 林蔚馨
110/10/13 基I211000085 勸募捐款  $           200 wen
110/10/13 基I211000084 勸募捐款  $         1,000 丁建智
110/10/14 基I211000096 勸募捐款  $            100 陳昕辰
110/10/14 基I211000095 勸募捐款  $            100 曾靜雯
110/10/14 基I211000094 勸募捐款  $            100 陳嬿安
110/10/14 基I211000093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10/14 基I211000092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0/15 基I211000102 勸募捐款  $           300 mori
110/10/15 基I211000101 勸募捐款  $            100 賴尚瑋
110/10/15 基I211000100 勸募捐款  $            100 楊雅淇
110/10/15 基I211000099 勸募捐款  $           530 蕭嘉樂
110/10/15 基I211000098 勸募捐款  $         1,000 許順發
110/10/15 基I211000097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0/16 基I211000107 勸募捐款  $           400 無名氏-Ibon
110/10/16 基I211000106 勸募捐款  $           200 劉佳穎
110/10/16 基I211000105 勸募捐款  $           500 賴漢霖
110/10/16 基I211000104 勸募捐款  $           500 金晏琳
110/10/16 基I211000103 勸募捐款  $         3,000 andy
110/10/17 基I211000113 勸募捐款  $            100 徐立威
110/10/17 基I211000112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0/17 基I211000111 勸募捐款  $         2,000 陳智勇
110/10/17 基I211000110 勸募捐款  $         1,000 詹政憲
110/10/17 基I211000109 勸募捐款  $            100 陳琦文
110/10/17 基I211000108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耿
110/10/18 基I211000116 勸募捐款  $            100 溫先生
110/10/18 基I211000115 勸募捐款  $         1,000 禹辰早餐店
110/10/18 基I211000114 勸募捐款  $           200 李明翰
110/10/19 基I211000119 勸募捐款  $            100 張裕偉
110/10/19 基I211000118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0/19 基I211000117 勸募捐款  $         1,000 丁建智
110/10/20 基I211000127 勸募捐款  $         1,000 賴閎甫
110/10/20 基I211000126 勸募捐款  $           300 張愷玲
110/10/20 基I211000125 勸募捐款  $           500 立環顧問有限公司
110/10/20 基I211000124 勸募捐款  $            100 林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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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20 基I211000123 勸募捐款  $            100 呂威德
110/10/20 基I211000122 勸募捐款  $         2,000 李弦燁
110/10/20 基I211000121 勸募捐款  $           300 李俞蓁
110/10/20 基I211000120 勸募捐款  $           200 張鳳嬌
110/10/21 基I211000130 勸募捐款  $           200 鄭紫翎
110/10/21 基I211000129 勸募捐款  $           500 何至侯
110/10/21 基I211000128 勸募捐款  $           500 吳黃士瑀
110/10/22 基I211000134 勸募捐款  $           200 鹿耳門聖母廟媽祖
110/10/22 基I211000133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清
110/10/22 基I211000132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0/22 基I211000131 勸募捐款  $           300 陳翰緯
110/10/23 基I211000138 勸募捐款  $           200 梁凱惠
110/10/23 基I211000137 勸募捐款  $            100 林怡君
110/10/23 基I211000136 勸募捐款  $           500 陳立銘
110/10/23 基I211000135 勸募捐款  $           200 陸振瑋
110/10/24 基I211000145 勸募捐款  $           500 劉
110/10/24 基I211000144 勸募捐款  $         1,000 黃柏潣
110/10/24 基I211000143 勸募捐款  $           400 林仁山
110/10/24 基I211000142 勸募捐款  $           200 陳宥叡
110/10/24 基I211000141 勸募捐款  $           300 賴苙榛
110/10/24 基I211000140 勸募捐款  $            100 詹仁智
110/10/24 基I211000139 勸募捐款  $           200 張鳳嬌
110/10/25 基I211000151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0/25 基I211000150 勸募捐款  $           200 薛雅婷
110/10/25 基I211000149 勸募捐款  $            100 滿志隆
110/10/25 基I211000148 勸募捐款  $       10,000 陳靖宗
110/10/25 基I211000147 勸募捐款  $         2,000 黃睿煬
110/10/25 基I211000146 勸募捐款  $           200 賴偉源
110/10/26 基I211000156 勸募捐款  $         2,500 李漢堂
110/10/26 基I211000155 勸募捐款  $           300 白祥琨
110/10/26 基I211000154 勸募捐款  $            100 施淑萍
110/10/26 基I211000153 勸募捐款  $           200 yu syuan
110/10/26 基I211000152 勸募捐款  $           250 tsai
110/10/27 基I211000162 勸募捐款  $         1,000 江美珍
110/10/27 基I211000161 勸募捐款  $           200 莊惠雯
110/10/27 基I211000160 勸募捐款  $           500 陳妙英
110/10/27 基I211000159 勸募捐款  $         1,000 何紳楷
110/10/27 基I211000158 勸募捐款  $            100 黃士瑀
110/10/27 基I211000157 勸募捐款  $         1,000 夏素蘭
110/10/28 基I211000165 勸募捐款  $           200 賴姿文
110/10/28 基I211000164 勸募捐款  $         3,000 徐賢良
110/10/28 基I211000163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0/29 基I211000169 勸募捐款  $           200 童婉禛
110/10/29 基I211000168 勸募捐款  $            100 蔡玉呇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4/9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勸募專案(衛部救字第1101361988號)

捐款清冊-11010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29 基I211000167 勸募捐款  $           500 陳昱玄
110/10/29 基I211000166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0/30 基I211000174 勸募捐款  $            100 呂
110/10/30 基I211000173 勸募捐款  $           600 張寶雪
110/10/30 基I211000172 勸募捐款  $         1,200 彭尹溱
110/10/30 基I211000171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10/30 基I211000170 勸募捐款  $            100 賴偉源
110/10/31 基0211000343 勸募捐款  $       20,000 金志康
110/10/31 基0211000342 勸募捐款  $     500,000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110/10/31 基0211000341 勸募捐款  $            100 楊先生
110/10/31 基0211000340 勸募捐款  $            100 邱先生
110/10/31 基0211000339 勸募捐款  $         1,000 洪小姐
110/10/31 基0211000338 勸募捐款  $         6,000 陳席宇
110/10/31 基0211000337 勸募捐款  $            100 徐尚君
110/10/31 基0211000336 勸募捐款  $           500 林琨紘
110/10/31 基0211000335 勸募捐款  $           300 謝宜君
110/10/31 基0211000334 勸募捐款  $            100 劉小姐
110/10/31 基0211000333 勸募捐款  $         1,500 黃雯瑛
110/10/31 基0211000332 勸募捐款  $            100 羅凱駿
110/10/31 基0211000331 勸募捐款  $            100 王佩玲
110/10/31 基0211000330 勸募捐款  $           500 郭順富
110/10/31 基0211000329 勸募捐款  $           500 張家興
110/10/31 基0211000328 勸募捐款  $            100 古先生
110/10/31 基0211000327 勸募捐款  $         3,000 洪小姐
110/10/31 基0211000326 勸募捐款  $           500 余宗明
110/10/31 基0211000325 勸募捐款  $           500 呂仁芳
110/10/31 A1100224 勸募捐款  $       10,000 宋文豪
110/10/31 A1100223 勸募捐款  $           500 謝欣妍
110/10/31 A1100222 勸募捐款  $            100 江玉珠
110/10/31 基I211000177 勸募捐款  $           500 lu
110/10/31 基I211000176 勸募捐款  $         1,000 施蘋軒
110/10/31 基I211000175 勸募捐款  $           500 蕭維宏
110/10/31 基0211000324 勸募捐款  $         3,599 張志勳
110/10/31 基0211000323 勸募捐款  $           999 莊淑宜

110/10/31 基0211000322 勸募捐款  $         1,059
無名氏(110/10/29銀行匯款

#3248)

110/10/31 基0211000321 勸募捐款  $           659
無名氏(110/10/28銀行匯款

#4151)
110/10/31 基0211000320 勸募捐款  $         3,659 金利多企業有限公司
110/10/31 基0211000319 勸募捐款  $         1,589 巫玉娟
110/10/31 基0211000318 勸募捐款  $         1,500 卓訓明
110/10/31 基0211000317 勸募捐款  $         2,999 曹輝德

110/10/31 基0211000316 勸募捐款  $         1,099
無名氏(110/10/25銀行匯款

#4391)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9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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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31 基0211000315 勸募捐款  $         1,556 蔡天虹
110/10/31 基0211000314 勸募捐款  $         3,575 曹馨方
110/10/31 基0211000313 勸募捐款  $         3,559 彭周鳳玉
110/10/31 基0211000312 勸募捐款  $         3,000 梁坤地

110/10/31 基0211000311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10/15銀行匯款

#7930)
110/10/31 基0211000310 勸募捐款  $         1,500 江丕忠

110/10/31 基0211000309 勸募捐款  $         1,059
無名氏(110/10/13銀行匯款

#0421)

110/10/31 基0211000308 勸募捐款  $         3,559
無名氏(110/10/13銀行匯款

#7576)
110/10/31 基0211000307 勸募捐款  $         1,000 林秋苓
110/10/31 基0211000306 勸募捐款  $         1,075 陳秀蘭
110/10/31 基0211000305 勸募捐款  $         1,559 朱小姐
110/10/31 基0211000304 勸募捐款  $         2,500 李文誠
110/10/31 基0211000303 勸募捐款  $         1,059 林建裕
110/10/31 基0211000302 勸募捐款  $         3,059 葉美柔
110/10/31 基0211000301 勸募捐款  $         3,000 御姿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10/31 基0211000300 勸募捐款  $         5,000 吳碧蓮
110/10/31 基0211000299 勸募捐款  $         3,659 張文相
110/10/31 基0211000298 勸募捐款  $         1,059 曾雅鈴
110/10/31 基0211000297 勸募捐款  $         3,559 吳天箍
110/10/31 基0211000296 勸募捐款  $         3,556 張文怡
110/10/31 基0211000295 勸募捐款  $       10,069 昊天宮
110/10/31 基0211000294 勸募捐款  $         2,000 陳雅茜
110/10/31 基0211000293 勸募捐款  $         2,000 林建宏
110/10/31 基0211000292 勸募捐款  $       20,000 張世樵
110/10/31 基0211000291 勸募捐款  $         3,599 楊瞻遠
110/10/31 基0211000290 勸募捐款  $         5,059 王淑貞
110/10/31 基0211000289 勸募捐款  $         1,000 王建智
110/10/31 基0211000288 勸募捐款  $         3,089 于心豪
110/10/31 基0211000287 勸募捐款  $         3,089 于燕玲
110/10/31 基0211000286 勸募捐款  $         3,089 羅士峰
110/10/31 基0211000285 勸募捐款  $         2,599 鄭榮彬
110/10/31 基0211000284 勸募捐款  $         3,089 游宇翔
110/10/31 基0211000283 勸募捐款  $           500 李勝雄
110/10/31 基0211000282 勸募捐款  $         2,059 羅榮全
110/10/31 基Y210001963 勸募捐款  $           200 許博淳
110/10/31 基C211031345 勸募捐款  $            100 羅宇成
110/10/31 基C211031344 勸募捐款  $           500 周宇祥
110/10/31 基C211031343 勸募捐款  $           600 劉振詠
110/10/31 基C211031342 勸募捐款  $           500 張瀞文
110/10/31 基Y210003631 勸募捐款  $           300 王中衛
110/10/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500 簡國斌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6/9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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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500 簡國斌
110/10/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500 簡國斌
110/10/31 基Y210000841 勸募捐款  $            100 曾亦忻
110/10/31 基Y210002615 勸募捐款  $            100 賴柏霖
110/10/31 基C211031341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10/31 基C211031340 勸募捐款  $            100 羅景文
110/10/31 基C211031339 勸募捐款  $           200 簡勝育
110/10/31 基C211031338 勸募捐款  $           500 鍾孟真
110/10/31 基C211031337 勸募捐款  $           500 謝岳樺
110/10/31 基C211031336 勸募捐款  $           300 蕭羽珊
110/10/31 基C211031335 勸募捐款  $            100 鄭景文
110/10/31 基C211031334 勸募捐款  $           200 鄭淑玲
110/10/31 基C211031333 勸募捐款  $            102 鄭堃仁
110/10/31 基C211031332 勸募捐款  $            100 鄭承豐
110/10/31 基C211031331 勸募捐款  $         1,000 鄭安樂
110/10/31 基C211031330 勸募捐款  $         2,000 鄭安樂
110/10/31 基C211031329 勸募捐款  $         2,000 鄭安樂
110/10/31 基C211031328 勸募捐款  $         2,000 鄭安樂
110/10/31 基C211031327 勸募捐款  $            120 蔡萬花
110/10/31 基C211031326 勸募捐款  $            100 蔡昀圻
110/10/31 基C211031325 勸募捐款  $           300 劉維宸
110/10/31 基C211031324 勸募捐款  $            100 劉淑珍
110/10/31 基C211031323 勸募捐款  $           300 劉素梅
110/10/31 基C211031322 勸募捐款  $           500 劉素梅
110/10/31 基C211031321 勸募捐款  $         3,000 劉晋吉
110/10/31 基C211031320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10/31 基C211031319 勸募捐款  $           250 熊名煒
110/10/31 基C211031318 勸募捐款  $         2,000 廖清偉
110/10/31 基C211031317 勸募捐款  $            100 詹立暐
110/10/31 基C211031316 勸募捐款  $           200 楊婷婷
110/10/31 基C211031315 勸募捐款  $            100 楊育彰
110/10/31 基C211031314 勸募捐款  $         1,000 黃雅文
110/10/31 基C211031313 勸募捐款  $         1,000 黃國書
110/10/31 基C211031312 勸募捐款  $           500 黃純芳
110/10/31 基C211031311 勸募捐款  $           500 黃思強
110/10/31 基C211031310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10/31 基C211031309 勸募捐款  $         1,000 黃君萍
110/10/31 基C211031308 勸募捐款  $           200 陳曉柔
110/10/31 基C211031307 勸募捐款  $            100 陳憲棠
110/10/31 基C211031306 勸募捐款  $            100 陳美伸
110/10/31 基C211031305 勸募捐款  $           300 陳柏錞
110/10/31 基C211031304 勸募捐款  $           500 陳俐蓉
110/10/31 基C211031303 勸募捐款  $           200 陳采玲
110/10/31 基C211031302 勸募捐款  $           500 陳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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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0/31 基C211031301 勸募捐款  $           500 陳宗民
110/10/31 基C211031300 勸募捐款  $           500 陳育婷
110/10/31 基C211031299 勸募捐款  $            100 陳卜菁
110/10/31 基C211031298 勸募捐款  $           300 郭歆禹
110/10/31 基C211031297 勸募捐款  $           200 郭淑玲
110/10/31 基C211031296 勸募捐款  $           300 郭采函
110/10/31 基C211031295 勸募捐款  $         1,000 許嘉祥
110/10/31 基C211031293 勸募捐款  $            100 許婉伶
110/10/31 基C211031292 勸募捐款  $            100 許信隆
110/10/31 基C211031291 勸募捐款  $         1,000 許明雄
110/10/31 基C211031290 勸募捐款  $            100 梁奕昌
110/10/31 基C211031289 勸募捐款  $           600 張筱莉
110/10/31 基C211031288 勸募捐款  $           323 張智翔
110/10/31 基C211031287 勸募捐款  $           300 張喬鈞
110/10/31 基C211031286 勸募捐款  $         1,000 張迺凡
110/10/31 基C211031285 勸募捐款  $           500 張勇毅
110/10/31 基C211031284 勸募捐款  $            100 張巧宜
110/10/31 基C211031283 勸募捐款  $           500 張世瑩
110/10/31 基C211031282 勸募捐款  $         1,000 張子彥
110/10/31 基C211031281 勸募捐款  $           700 高海琪
110/10/31 基C211031280 勸募捐款  $           763 洪羚桂

110/10/31 基C211031279 勸募捐款  $           500
玩樂人生大夢想家股份有限

公司
110/10/31 基C211031278 勸募捐款  $            100 林鐿諺
110/10/31 基C211031277 勸募捐款  $            100 林姿李
110/10/31 基C211031276 勸募捐款  $           200 林采盈
110/10/31 基C211031275 勸募捐款  $           200 林芳如
110/10/31 基C211031274 勸募捐款  $           200 林怡伶
110/10/31 基C211031273 勸募捐款  $            100 林佳玟
110/10/31 基C211031272 勸募捐款  $            100 林育菁
110/10/31 基C211031271 勸募捐款  $           300 林妏錦
110/10/31 基C211031270 勸募捐款  $            100 林克欣
110/10/31 基C211031269 勸募捐款  $           500 林式新
110/10/31 基C211031268 勸募捐款  $           500 杜采娟
110/10/31 基C211031267 勸募捐款  $         1,000 李威勳
110/10/31 基C211031266 勸募捐款  $           300 李佩蓁
110/10/31 基C211031265 勸募捐款  $            100 呂可玉
110/10/31 基C211031264 勸募捐款  $            100 吳軒孝
110/10/31 基C211031263 勸募捐款  $            100 吳俊辰
110/10/31 基C211031262 勸募捐款  $            100 吳俊辰
110/10/31 基C211031261 勸募捐款  $            100 吳俊辰
110/10/31 基C211031260 勸募捐款  $           200 吳芸萱
110/10/31 基C211031259 勸募捐款  $           500 吳文傑
110/10/31 基C211031258 勸募捐款  $         1,000 何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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