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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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1/03 基I211100036 勸募捐款  $         1,000 黃先慶

110/11/04 基C211104003 勸募捐款  $           4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1/04 基C211104002 勸募捐款  $           200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1/04 基I211100061 勸募捐款  $           400 謝中奇
110/11/04 基I211100060 勸募捐款  $           200 蔡晴惠
110/11/04 基I211100059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04 基I211100058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4 基I211100057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4 基I211100056 勸募捐款  $           250 包俊雄
110/11/04 基I211100055 勸募捐款  $         1,000 吳顧運
110/11/04 基I211100054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11/04 基I211100053 勸募捐款  $           500 阿弟食業
110/11/04 基I211100052 勸募捐款  $         2,400 林泰宏
110/11/04 基I211100051 勸募捐款  $           400 張巧雲
110/11/04 基I211100050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04 基I211100049 勸募捐款  $           300 吳睿軒
110/11/04 基I211100048 勸募捐款  $            100 黃榆翔
110/11/04 基I211100047 勸募捐款  $           500 張裕偉
110/11/04 基I211100046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1/05 基I211100079 勸募捐款  $            100 張紫菱
110/11/05 基I211100078 勸募捐款  $           250 黃胡睿
110/11/05 基I211100077 勸募捐款  $           200 王佳筠
110/11/05 基I211100076 勸募捐款  $           200 顏嘉德
110/11/05 基I211100075 勸募捐款  $         2,000 林孟瑤
110/11/05 基I211100074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5 基I211100073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11/05 基I211100072 勸募捐款  $            100 高六甲區惡女榮背賤勝
110/11/05 基I211100071 勸募捐款  $         4,500 丁瑱
110/11/05 基I211100070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1/05 基I211100069 勸募捐款  $         1,000 鍾禾玥
110/11/05 基I211100068 勸募捐款  $           200 徐兆賢
110/11/05 基I211100067 勸募捐款  $           200 詹偉凱
110/11/05 基I211100066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5 基I211100065 勸募捐款  $            100 神明
110/11/05 基I211100064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1/05 基I211100063 勸募捐款  $           500 許書源
110/11/05 基I211100062 勸募捐款  $           500 陳立盈
110/11/06 基I211100088 勸募捐款  $         1,000 林侑駿
110/11/06 基I211100087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1/06 基I211100086 勸募捐款  $         1,000 張秀蓮
110/11/06 基I211100085 勸募捐款  $         2,883 朱俊嘉
110/11/06 基I211100084 勸募捐款  $            100 潘瑪婭泰聖物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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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1/06 基I211100083 勸募捐款  $           500 劉佳政
110/11/06 基I211100082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6 基I211100081 勸募捐款  $            100 蔡承志
110/11/06 基I211100080 勸募捐款  $         1,000 陳冠華
110/11/07 基I211100106 勸募捐款  $            100 陳香蓁
110/11/07 基I211100105 勸募捐款  $            100 楊鴻仁
110/11/07 基I211100104 勸募捐款  $           200 李芸曦
110/11/07 基I211100103 勸募捐款  $         1,000 王湘媛
110/11/07 基I211100102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7 基I211100101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Ibon
110/11/07 基I211100100 勸募捐款  $           200 呂其岳
110/11/07 基I211100099 勸募捐款  $           200 郭郁婷
110/11/07 基I211100098 勸募捐款  $           200 南無地藏菩薩
110/11/07 基I211100097 勸募捐款  $            100 劉庭安
110/11/07 基I211100096 勸募捐款  $           500 陳慧娟
110/11/07 基I211100095 勸募捐款  $            150 吳全泰
110/11/07 基I211100094 勸募捐款  $           300 張衍智合家
110/11/07 基I211100093 勸募捐款  $           500 紀雅淳
110/11/07 基I211100092 勸募捐款  $            150 謝佑芳
110/11/07 基I211100091 勸募捐款  $            100 王姝文
110/11/07 基I211100090 勸募捐款  $         1,000 李文有
110/11/07 基I211100089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08 基I211100122 勸募捐款  $           600 林采潔
110/11/08 基I211100121 勸募捐款  $         1,000 烏龜超人
110/11/08 基I211100120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08 基I211100119 勸募捐款  $           200 黃宛貞
110/11/08 基I211100118 勸募捐款  $         1,000 許順發
110/11/08 基I211100117 勸募捐款  $           500 鄭茜妮
110/11/08 基I211100116 勸募捐款  $           200 賴偉源
110/11/08 基I211100115 勸募捐款  $           200 許宏齊
110/11/08 基I211100114 勸募捐款  $         3,500 文昌廟、關聖帝君、文昌帝
110/11/08 基I211100113 勸募捐款  $           300 邱
110/11/08 基I211100112 勸募捐款  $         2,000 黃瓊儀
110/11/08 基I211100111 勸募捐款  $           300 陳文峰
110/11/08 基I211100110 勸募捐款  $            100 魏湘蓁、吳宗翰、吳翊睿
110/11/08 基I211100109 勸募捐款  $           200 尚軒、皎露、常君、常信
110/11/08 基I211100108 勸募捐款  $            100 曾國智
110/11/08 基I211100107 勸募捐款  $            100 蔡秀梅
110/11/09 基I211100126 勸募捐款  $           200 黃宛貞
110/11/09 基I211100125 勸募捐款  $            100 吳桐安
110/11/09 基I211100124 勸募捐款  $           500 賴漢霖
110/11/09 基I211100123 勸募捐款  $           500 金晏琳
110/11/09 基0211100004 勸募捐款  $         1,059 張延瑜
110/11/10 基I211100132 勸募捐款  $         1,000 michael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3/10 製表：Ivy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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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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0 基I211100131 勸募捐款  $           500 蕭培成
110/11/10 基I211100130 勸募捐款  $         1,000 宋筱淇
110/11/10 基I211100129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10 基I211100128 勸募捐款  $           300 黎珮瑩
110/11/10 基I211100127 勸募捐款  $         1,000 高國偉
110/11/10 基0211100005 勸募捐款  $         1,059 李巧之
110/11/11 基I211100145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Ibon
110/11/11 基I211100144 勸募捐款  $           500 吳文貴
110/11/11 基I211100143 勸募捐款  $           500 吳平順
110/11/11 基I211100142 勸募捐款  $         1,000 趙偉成
110/11/11 基I211100141 勸募捐款  $           300 卓其賢
110/11/11 基I211100140 勸募捐款  $           200 朱吳秀梨
110/11/11 基I211100139 勸募捐款  $            100 黃洪金鳳
110/11/11 基I211100138 勸募捐款  $            100 黃丁趁
110/11/11 基I211100137 勸募捐款  $           200 黃龍杰
110/11/11 基I211100136 勸募捐款  $            100 朱淑戀
110/11/11 基I211100135 勸募捐款  $            100 黃彰程
110/11/11 基I211100134 勸募捐款  $           200 賴立函
110/11/11 基I211100133 勸募捐款  $         3,000 無名氏-Ibon
110/11/12 基I211100155 勸募捐款  $         3,000 李宗源
110/11/12 基I211100154 勸募捐款  $           200 黃宛貞
110/11/12 基I211100153 勸募捐款  $         1,000 王景正
110/11/12 基I211100152 勸募捐款  $           200 童婉禛
110/11/12 基I211100151 勸募捐款  $            100 簡震謙
110/11/12 基I211100150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110/11/12 基I211100149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12 基I211100148 勸募捐款  $           200 陳映羽
110/11/12 基I211100147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1/12 基I211100146 勸募捐款  $            100 戴警衛可惡可恨
110/11/13 基I211100159 勸募捐款  $           200 蔡英傑
110/11/13 基I211100158 勸募捐款  $         1,000 曾棠榮
110/11/13 基I211100157 勸募捐款  $           400 黃怡晴
110/11/13 基I211100156 勸募捐款  $           200 劉佳穎
110/11/14 基I211100163 勸募捐款  $         1,000 許劭煌
110/11/14 基I211100162 勸募捐款  $            100 呂威德
110/11/14 基I211100161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14 基I211100160 勸募捐款  $           300 安
110/11/15 基I211100171 勸募捐款  $            100 劉紹宸
110/11/15 基I211100170 勸募捐款  $           200 黃宛貞
110/11/15 基I211100169 勸募捐款  $           200 賴彥如
110/11/15 基I211100168 勸募捐款  $         1,000 李淨萱
110/11/15 基I211100167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11/15 基I211100166 勸募捐款  $           200 黃冠哲
110/11/15 基I211100165 勸募捐款  $            100 蔡欣穎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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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5 基I211100164 勸募捐款  $           500 許黃欣
110/11/16 基I211100177 勸募捐款  $           200 曾泰赫
110/11/16 基I211100176 勸募捐款  $            100 曾小姐
110/11/16 基I211100175 勸募捐款  $            519 蕭嘉樂
110/11/16 基I211100174 勸募捐款  $            100 曾國智
110/11/16 基I211100173 勸募捐款  $         1,000 夏素蘭
110/11/16 基I211100172 勸募捐款  $            100 蔡秀梅
110/11/17 基I211100185 勸募捐款  $         1,000 張嘉芯
110/11/17 基I211100184 勸募捐款  $           300 張芸慈
110/11/17 基I211100183 勸募捐款  $         4,000 徐賢良
110/11/17 基I211100182 勸募捐款  $           500 林義翔
110/11/17 基I211100181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1/17 基I211100180 勸募捐款  $            100 李威均
110/11/17 基I211100179 勸募捐款  $           500 林果䤴
110/11/17 基I211100178 勸募捐款  $         3,000 朱書銘
110/11/18 基I211100193 勸募捐款  $           500 連若君
110/11/18 基I211100192 勸募捐款  $           500 好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10/11/18 基I211100191 勸募捐款  $         3,250 中磊電子
110/11/18 基I211100190 勸募捐款  $           500 黃煒德
110/11/18 基I211100189 勸募捐款  $           300 賴宣智
110/11/18 基I211100188 勸募捐款  $           300 張正
110/11/18 基I211100187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Ibon
110/11/18 基I211100186 勸募捐款  $           200 侯淑君
110/11/19 基I211100203 勸募捐款  $           300 廖淑娟
110/11/19 基I211100202 勸募捐款  $            100 江文凱、徐志浩
110/11/19 基I211100201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19 基I211100200 勸募捐款  $           500 雲林縣北港鎮建國國中105
110/11/19 基I211100199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
110/11/19 基I211100198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1/19 基I211100197 勸募捐款  $            100 游喬筑
110/11/19 基I211100196 勸募捐款  $            100 簡子杰
110/11/19 基I211100195 勸募捐款  $           200 陳立岷
110/11/19 基I211100194 勸募捐款  $           300 郭俊億
110/11/20 基I211100208 勸募捐款  $           580 王裕賢
110/11/20 基I211100207 勸募捐款  $           200 梁凱惠
110/11/20 基I211100206 勸募捐款  $         1,000 邊燕宸
110/11/20 基I211100205 勸募捐款  $           800 楊黃代弟
110/11/20 基I211100204 勸募捐款  $            150 謝佑芳
110/11/21 基I211100215 勸募捐款  $            100 顏士傑
110/11/21 基I211100214 勸募捐款  $           500 梁惠蓮(已往生)
110/11/21 基I211100213 勸募捐款  $            100 林佳正
110/11/21 基I211100212 勸募捐款  $           500 李泳儒
110/11/21 基I211100211 勸募捐款  $           500 彭婷瑜
110/11/21 基I211100210 勸募捐款  $            100 徐志浩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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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1/21 基I211100209 勸募捐款  $            100 陳宥叡

110/11/22 基I211100220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江文凱、徐志浩、

三丙、許榮芝
110/11/22 基I211100219 勸募捐款  $         1,500 張琮理
110/11/22 基I211100218 勸募捐款  $           500 陳庭萱
110/11/22 基I211100217 勸募捐款  $         1,000 丁建智
110/11/22 基I211100216 勸募捐款  $            100 高性評懲處榮
110/11/23 基I211100223 勸募捐款  $         1,000 謝伯安
110/11/23 基I211100222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清
110/11/23 基I211100221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
110/11/24 基I211100230 勸募捐款  $         1,000 劉丹
110/11/24 基I211100229 勸募捐款  $            100 李芸曦
110/11/24 基I211100228 勸募捐款  $            100 李昭瑩
110/11/24 基I211100227 勸募捐款  $            100 蔡秀梅
110/11/24 基I211100226 勸募捐款  $            100 南無地藏菩薩
110/11/24 基I211100225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11/24 基I211100224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
110/11/25 基I211100233 勸募捐款  $            100 滿志隆
110/11/25 基I211100232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11/25 基I211100231 勸募捐款  $           500 吳小麗
110/11/26 基I211100238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Ibon
110/11/26 基I211100237 勸募捐款  $            100 陳映伊
110/11/26 基I211100236 勸募捐款  $           500 洪建鈞
110/11/26 基I211100235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
110/11/26 基I211100234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1/27 基I211100240 勸募捐款  $           500 蕭維宏
110/11/27 基I211100239 勸募捐款  $           500 陳昱玄
110/11/28 基I211100245 勸募捐款  $            100 劉昱潔
110/11/28 基I211100244 勸募捐款  $           500 朱文妤
110/11/28 基I211100243 勸募捐款  $           300 泳
110/11/28 基I211100242 勸募捐款  $           500 吳彥欣
110/11/28 基I211100241 勸募捐款  $            100 法界
110/11/29 基I211100254 勸募捐款  $         3,000 許朝旂
110/11/29 基I211100253 勸募捐款  $           500 吳蔡飛英
110/11/29 基I211100252 勸募捐款  $         1,000 林威丞
110/11/29 基I211100251 勸募捐款  $           200 王明群
110/11/29 基I211100250 勸募捐款  $           388 王奕歡
110/11/29 基I211100249 勸募捐款  $         5,000 宏德油壓機械有限公司
110/11/29 基I211100248 勸募捐款  $           300 李彥杰
110/11/29 基I211100247 勸募捐款  $           200 黃巧伶
110/11/29 基I211100246 勸募捐款  $         1,000 郭珍君
110/11/30 基0211100177 勸募捐款  $           200 陳漢龍
110/11/30 基0211100176 勸募捐款  $         2,000 由美企業有限公司
110/11/30 基0211100175 勸募捐款  $            100 羅凱駿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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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30 基0211100174 勸募捐款  $            100 楊先生
110/11/30 基0211100173 勸募捐款  $         1,500 黃雯瑛
110/11/30 基0211100172 勸募捐款  $            100 劉先生
110/11/30 基0211100171 勸募捐款  $         1,000 唐峻偉
110/11/30 基0211100170 勸募捐款  $            100 曾小姐
110/11/30 基0211100169 勸募捐款  $            100 楊修毅
110/11/30 A1100230 勸募捐款  $            100 周典慶
110/11/30 A1100229 勸募捐款  $           300 勝則
110/11/30 A1100228 勸募捐款  $       20,000 宋文豪
110/11/30 A1100227 勸募捐款  $             111 蔡函芹
110/11/30 A1100226 勸募捐款  $         1,000 宥升企業有限公司
110/11/30 A1100225 勸募捐款  $            100 江玉珠
110/11/30 基I211100258 勸募捐款  $         1,000 江美珍
110/11/30 基I211100257 勸募捐款  $           300 彭
110/11/30 基I211100256 勸募捐款  $            100 曾小姐
110/11/30 基I211100255 勸募捐款  $            100 劉柏宏
110/11/30 基0211100168 勸募捐款  $         3,075 林碧慧
110/11/30 基0211100167 勸募捐款  $         3,099 賴先生
110/11/30 基0211100166 勸募捐款  $         3,099 林靜如

110/11/30 基0211100165 勸募捐款  $           200
無名氏(110/11/26銀行匯款

#7923)
110/11/30 基0211100164 勸募捐款  $         1,000 李俊雄
110/11/30 基0211100163 勸募捐款  $         2,075 無名氏(110/11/25銀行匯款)

110/11/30 基0211100162 勸募捐款  $         1,099
無名氏(110/11/25銀行匯款

#9782)
110/11/30 基0211100161 勸募捐款  $         2,075 陳則太
110/11/30 基0211100160 勸募捐款  $         2,075 李文毅
110/11/30 基0211100159 勸募捐款  $         5,000 許滋儀

110/11/30 基0211100158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11/23銀行匯款

#9905)
110/11/30 基0211100157 勸募捐款  $       10,089 胡永銳

110/11/30 基0211100156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11/19銀行匯款

#5414)

110/11/30 基0211100155 勸募捐款  $         3,559
無名氏(110/11/18銀行匯款

#3564)
110/11/30 基0211100154 勸募捐款  $         3,559 蔡忠南
110/11/30 基0211100153 勸募捐款  $         1,099 無名氏(110/11/16銀行匯款)
110/11/30 基0211100152 勸募捐款  $         1,088 無名氏

110/11/30 基0211100151 勸募捐款  $         3,089
無名氏(110/11/3銀行匯款

#3480)

110/11/30 基0211100150 勸募捐款  $         3,089
無名氏(110/11/3銀行匯款

#1463)

110/11/30 基0211100149 勸募捐款  $         2,056
無名氏(110/11/3銀行匯款

#6671)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7/10 製表：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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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30 基0211100148 勸募捐款  $           759
無名氏(110/11/2銀行匯款

#8279)

110/11/30 基0211100147 勸募捐款  $           600
無名氏(110/11/1銀行匯款

#5755)
110/11/30 基0211100146 勸募捐款  $           500 葉宜桐
110/11/30 基0211100145 勸募捐款  $         3,059 蘇先生
110/11/30 基0211100144 勸募捐款  $         3,059 李先生
110/11/30 基0211100143 勸募捐款  $         3,059 白博文
110/11/30 基0211100142 勸募捐款  $         3,599 方俊裕
110/11/30 基0211100141 勸募捐款  $         1,000 王登義
110/11/30 基0211100140 勸募捐款  $         3,599 李靜妮
110/11/30 基0211100139 勸募捐款  $       10,000 陳廣鵬
110/11/30 基0211100138 勸募捐款  $         3,000 林冠儀
110/11/30 基0211100137 勸募捐款  $         2,059 許薇
110/11/30 基0211100136 勸募捐款  $         5,000 宋碧桃
110/11/30 基0211100135 勸募捐款  $      100,000 林良穗
110/11/30 基0211100134 勸募捐款  $         2,059 楊稜潔
110/11/30 基0211100133 勸募捐款  $         3,559 傅定泰
110/11/30 基0211100132 勸募捐款  $         2,089 楊明生
110/11/30 基0211100131 勸募捐款  $         5,000 徐義德
110/11/30 基0211100130 勸募捐款  $         1,099 江信輝
110/11/30 基0211100129 勸募捐款  $         3,000 沈慶東
110/11/30 基0211100128 勸募捐款  $         6,200 劉謝寶珠
110/11/30 基0211100127 勸募捐款  $         3,559 張瀠文
110/11/30 基0211100126 勸募捐款  $         3,559 吳思慧
110/11/30 基0211100125 勸募捐款  $         1,000 劉小姐
110/11/30 基0211100124 勸募捐款  $         3,089 林瑞梁
110/11/30 基0211100123 勸募捐款  $         3,059 侯藹玲
110/11/30 基0211100122 勸募捐款  $         4,000 劉維
110/11/30 基0211100121 勸募捐款  $         3,599 戴志泰
110/11/30 基0211100019 勸募捐款  $         3,083 劉培政
110/11/30 基C211130438 勸募捐款  $         1,000 廖建龍
110/11/30 基C211130437 勸募捐款  $            100 陳拓豪
110/11/30 基C211130436 勸募捐款  $           300 林逸威
110/11/30 基Y210003631 勸募捐款  $           300 王中衛
110/11/30 基Y210002615 勸募捐款  $            100 賴柏霖
110/11/30 基Y210002615 勸募捐款  $            100 賴柏霖
110/11/30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300 簡國斌
110/11/30 基Y210000976 勸募捐款  $            100 鄭昱茵
110/11/30 基Y210000558 勸募捐款  $            100 吳品言
110/11/30 基C211130435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11/30 基C211130434 勸募捐款  $            100 簡勝育
110/11/30 基C211130433 勸募捐款  $           500 謝景森
110/11/30 基C211130432 勸募捐款  $         5,000 謝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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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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30 基C211130431 勸募捐款  $            100 戴源志
110/11/30 基C211130430 勸募捐款  $           500 戴毓姍
110/11/30 基C211130429 勸募捐款  $           500 賴軍諺
110/11/30 基C211130428 勸募捐款  $            100 賴柏杉
110/11/30 基C211130427 勸募捐款  $            100 賴宥阡
110/11/30 基C211130426 勸募捐款  $            100 賴宥羽
110/11/30 基C211130425 勸募捐款  $         1,000 賴明章
110/11/30 基C211130424 勸募捐款  $           600 蕭伊雯
110/11/30 基C211130423 勸募捐款  $           200 盧柊龍
110/11/30 基C211130422 勸募捐款  $            100 鄭景文
110/11/30 基C211130421 勸募捐款  $           200 鄭淑玲
110/11/30 基C211130420 勸募捐款  $           500 鄭敏凡
110/11/30 基C211130419 勸募捐款  $           600 鄧秋君
110/11/30 基C211130418 勸募捐款  $           200 蔡碧娜
110/11/30 基C211130417 勸募捐款  $            100 蔡佳諭
110/11/30 基C211130416 勸募捐款  $           300 劉若芸
110/11/30 基C211130415 勸募捐款  $            100 劉建源
110/11/30 基C211130414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11/30 基C211130413 勸募捐款  $            100 劉千瑜
110/11/30 基C211130412 勸募捐款  $           250 趙慧妮
110/11/30 基C211130411 勸募捐款  $         1,000 甄炳炫
110/11/30 基C211130410 勸募捐款  $           500 漁甲美學
110/11/30 基C211130409 勸募捐款  $         2,000 廖清偉
110/11/30 基C211130408 勸募捐款  $            100 廖虹閔
110/11/30 基C211130407 勸募捐款  $           500 黃麟量
110/11/30 基C211130406 勸募捐款  $           200 黃淑微
110/11/30 基C211130405 勸募捐款  $            100 黃崇時
110/11/30 基C211130404 勸募捐款  $           500 黃純芳
110/11/30 基C211130403 勸募捐款  $         3,500 黃映瑄
110/11/30 基C211130402 勸募捐款  $           500 黃思強
110/11/30 基C211130401 勸募捐款  $           200 黃姿瑜
110/11/30 基C211130400 勸募捐款  $           600 黃冠禎
110/11/30 基C211130399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11/30 基C211130398 勸募捐款  $           300 黃立農
110/11/30 基C211130397 勸募捐款  $           200 辜銘壕
110/11/30 基C211130396 勸募捐款  $           300 曾淑媛
110/11/30 基C211130395 勸募捐款  $           300 曾宸琳
110/11/30 基C211130394 勸募捐款  $            100 曾俊凱
110/11/30 基C211130393 勸募捐款  $           300 彭玉玲
110/11/30 基C211130392 勸募捐款  $            100 陳賢仁
110/11/30 基C211130391 勸募捐款  $           500 陳惠美
110/11/30 基C211130390 勸募捐款  $           206 陳淑芸
110/11/30 基C211130389 勸募捐款  $            100 陳郁萍
110/11/30 基C211130388 勸募捐款  $           500 陳建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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