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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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2/07 基I211200053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12/07 基I211200052 勸募捐款  $            100 災厄不順二甲一切之一切
110/12/07 基I211200051 勸募捐款  $         1,000 吳顧運
110/12/07 基I211200050 勸募捐款  $         1,000 林孟慧
110/12/07 基I211200049 勸募捐款  $           200 郭烜丞
110/12/07 基I211200048 勸募捐款  $           500 羅美雲
110/12/07 基I211200047 勸募捐款  $           500 無名氏-Ibon
110/12/07 基I211200046 勸募捐款  $         1,000 楊敬翊
110/12/07 基I211200045 勸募捐款  $           300 郭俊億
110/12/07 基I211200044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08 基I211200059 勸募捐款  $            100 簡震謙
110/12/08 基I211200058 勸募捐款  $         1,000 簡欣宜
110/12/08 基I211200057 勸募捐款  $           300 朱竣廷
110/12/08 基I211200056 勸募捐款  $            188 蔡宜珊
110/12/08 基I21120005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08 基I211200054 勸募捐款  $            315 陳志峰
110/12/09 基I211200066 勸募捐款  $         1,000 趙偉成
110/12/09 基I211200065 勸募捐款  $            100 高三三榮
110/12/09 基I211200064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
110/12/09 基I211200063 勸募捐款  $            100 江文凱
110/12/09 基I211200062 勸募捐款  $           200 li
110/12/09 基I211200061 勸募捐款  $            100 張僑芸
110/12/09 基I211200060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0 基I211200071 勸募捐款  $           700 吳建昌
110/12/10 基I211200070 勸募捐款  $         1,000 李永發
110/12/10 基I211200069 勸募捐款  $           500 蕭培成
110/12/10 基I211200068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2/10 基I211200067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1 基I211200079 勸募捐款  $            100 福德正神
110/12/11 基I211200078 勸募捐款  $           500 林宗賢
110/12/11 基I211200077 勸募捐款  $           500 曹桂旗
110/12/11 基I211200076 勸募捐款  $         2,000 王琇瀅
110/12/11 基I211200075 勸募捐款  $            100 顏郭珠蓮
110/12/11 基I211200074 勸募捐款  $           250 謝佑芳
110/12/11 基I211200073 勸募捐款  $         1,600 林采潔
110/12/11 基I211200072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2 基I211200086 勸募捐款  $           200 高世杰
110/12/12 基I211200085 勸募捐款  $            100 負面
110/12/12 基I211200084 勸募捐款  $           200 呂其岳
110/12/12 基I211200083 勸募捐款  $           500 劉
110/12/12 基I211200082 勸募捐款  $           500 Amber Tsai
110/12/12 基I211200081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2 基I211200080 勸募捐款  $         1,000 郭權震
110/12/13 基I211200090 勸募捐款  $           300 劉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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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收到日期 收據編號 費用類型 總金額 捐款徵信名稱
110/12/13 基I211200089 勸募捐款  $            100 黃榆翔
110/12/13 基I211200088 勸募捐款  $         1,000 丁建智
110/12/13 基I211200087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4 基C211214001 勸募捐款  $       36,152
善心人士 (萊爾富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發票箱)
110/12/14 基I211200095 勸募捐款  $            100 滿志隆
110/12/14 基I211200094 勸募捐款  $         2,000 林郁翔
110/12/14 基I211200093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4 基I211200092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棋
110/12/14 基I211200091 勸募捐款  $            100 葉晉豪
110/12/15 基I211200102 勸募捐款  $         1,000 許仁和
110/12/15 基I211200101 勸募捐款  $           600 姚金杏
110/12/15 基I211200100 勸募捐款  $           300 郭陳碧雲
110/12/15 基I211200099 勸募捐款  $           300 張鈺惠
110/12/15 基I211200098 勸募捐款  $            100 朱勁安
110/12/15 基I211200097 勸募捐款  $           300 賴邑承
110/12/15 基I211200096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6 基I211200109 勸募捐款  $            100 陳映伊
110/12/16 基I211200108 勸募捐款  $            100 余正宗、余廖招治
110/12/16 基I211200107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Ibon
110/12/16 基I211200106 勸募捐款  $           500 鍾欣瑜
110/12/16 基I211200105 勸募捐款  $           300 邱
110/12/16 基I211200104 勸募捐款  $            100 高二一榮
110/12/16 基I211200103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7 基I211200119 勸募捐款  $         1,000 萊萊
110/12/17 基I211200118 勸募捐款  $       12,000 蔡岷逸
110/12/17 基I211200117 勸募捐款  $           500 林家豪
110/12/17 基I211200116 勸募捐款  $            100 施勻玹
110/12/17 基I21120011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7 基I211200114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2/17 基I211200113 勸募捐款  $            100 高四三榮、江文凱
110/12/17 基I211200112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許榮芝、高三三榮
110/12/17 基I211200111 勸募捐款  $         3,000 andy
110/12/17 基I211200110 勸募捐款  $            100 劉紹宸
110/12/18 基I211200130 勸募捐款  $            100 黑厄去
110/12/18 基I211200129 勸募捐款  $            100 蔡秀梅
110/12/18 基I211200128 勸募捐款  $           200 梁凱惠
110/12/18 基I211200127 勸募捐款  $           200 陳科宏
110/12/18 基I211200126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8 基I211200125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12/18 基I211200124 勸募捐款  $            188 王立德
110/12/18 基I211200123 勸募捐款  $           500 張雅筑
110/12/18 基I211200122 勸募捐款  $           500 蘇盟堯
110/12/18 基I211200121 勸募捐款  $         1,000 謝宗銘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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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18 基I211200120 勸募捐款  $           200 劉佳穎
110/12/19 基I211200136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19 基I211200135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
110/12/19 基I211200134 勸募捐款  $         1,500 王
110/12/19 基I211200133 勸募捐款  $           500 李泳儒
110/12/19 基I211200132 勸募捐款  $           500 彭婷瑜
110/12/19 基I211200131 勸募捐款  $         1,000 劉丹
110/12/20 基I211200146 勸募捐款  $            100 邱炳憲
110/12/20 基I211200145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
110/12/20 基I211200144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2/20 基I211200143 勸募捐款  $         1,000 徐鼎閎
110/12/20 基I211200142 勸募捐款  $           200 東港七王聖母廟媽祖
110/12/20 基I211200141 勸募捐款  $           300 賴漢霖
110/12/20 基I211200140 勸募捐款  $           300 金晏琳
110/12/20 基I211200139 勸募捐款  $            100 金泰噴碼台灣命案
110/12/20 基I211200138 勸募捐款  $            100 陳霈欣
110/12/20 基I211200137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1 基I211200150 勸募捐款  $           300 張鳳嬌
110/12/21 基I211200149 勸募捐款  $            100 黃柏清
110/12/21 基I211200148 勸募捐款  $           200 王麗璇
110/12/21 基I211200147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1 基0211200019 勸募捐款  $     100,000 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12/22 基I211200154 勸募捐款  $           200 賴如芳
110/12/22 基I211200153 勸募捐款  $           500 洪維廷
110/12/22 基I211200152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12/22 基I211200151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2 基0211200021 勸募捐款  $       20,000 陳巧宜
110/12/23 基I211200156 勸募捐款  $         1,000 張閔冠
110/12/23 基I21120015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4 基I211200165 勸募捐款  $           200 童婉禛
110/12/24 基I211200164 勸募捐款  $            100 龔進義
110/12/24 基I211200163 勸募捐款  $           300 林政寬
110/12/24 基I211200162 勸募捐款  $         3,000 連智明
110/12/24 基I211200161 勸募捐款  $         2,000 張宏名
110/12/24 基I211200160 勸募捐款  $            100 原住民趙王命案
110/12/24 基I211200159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4 基I211200158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2/24 基I211200157 勸募捐款  $           250 謝佑芳
110/12/25 基I211200172 勸募捐款  $           500 蕭維宏
110/12/25 基I211200171 勸募捐款  $           300 陳文峰
110/12/25 基I211200170 勸募捐款  $           300 楊文傑
110/12/25 基I211200169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5 基I211200168 勸募捐款  $           300 棋
110/12/25 基I211200167 勸募捐款  $            150 謝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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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25 基I211200166 勸募捐款  $         2,000 楊順慶、林秀娥
110/12/26 基I211200180 勸募捐款  $           200 諶學儒
110/12/26 基I211200179 勸募捐款  $         1,000 施蘋軒
110/12/26 基I211200178 勸募捐款  $            100 六甲區惡女
110/12/26 基I211200177 勸募捐款  $         2,000 丁淑雲
110/12/26 基I211200176 勸募捐款  $            100 東勢角福德嗣
110/12/26 基I21120017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6 基I211200174 勸募捐款  $         1,000 林菊
110/12/26 基I211200173 勸募捐款  $            100 鍾君維
110/12/27 基I211200182 勸募捐款  $            150 謝佑芳
110/12/27 基I211200181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8 基I211200187 勸募捐款  $         1,000 黃柏潣
110/12/28 基I211200186 勸募捐款  $           300 郭旭絜
110/12/28 基I211200185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2/28 基I211200184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28 基I211200183 勸募捐款  $           600 陳怡安
110/12/29 基0211200032 勸募捐款  $       20,000 金志康
110/12/29 基I211200192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2/29 基I211200191 勸募捐款  $            100 麵店老板娘
110/12/29 基I211200190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Ibon
110/12/29 基I211200189 勸募捐款  $           300 林民享
110/12/29 基I211200188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30 基I211200199 勸募捐款  $         1,500 林威丞
110/12/30 基I211200198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
110/12/30 基I211200197 勸募捐款  $            100 無名氏-Ibon
110/12/30 基I211200196 勸募捐款  $           800 友祿環保
110/12/30 基I21120019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30 基I211200194 勸募捐款  $            150 謝佑芳
110/12/30 基I211200193 勸募捐款  $            100 江文凱
110/12/31 基0211204296 勸募捐款  $           500 江宗奇
110/12/31 基0211204295 勸募捐款  $           500 張先生
110/12/31 基0211204294 勸募捐款  $            100 李冬安
110/12/31 基0211204293 勸募捐款  $            100 俞沁
110/12/31 基0211204292 勸募捐款  $            100 周小姐
110/12/31 基0211204291 勸募捐款  $         1,000 盧美金
110/12/31 基0211204290 勸募捐款  $            100 吳佳芸
110/12/31 基0211204289 勸募捐款  $         1,000 戴先生
110/12/31 基0211204288 勸募捐款  $         1,500 黃雯瑛
110/12/31 基0211204287 勸募捐款  $         2,000 由美企業有限公司
110/12/31 基0211204286 勸募捐款  $         1,000 李長遠
110/12/31 基0211204285 勸募捐款  $            100 陳秋芬
110/12/31 基0211204284 勸募捐款  $         1,000 劉浚騰
110/12/31 A1100233 勸募捐款  $         2,000 朱偉民
110/12/31 A1100232 勸募捐款  $         1,500 陳建宏

代理執行長：朱貽莊 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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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1 A1100231 勸募捐款  $         3,000 朱偉民
110/12/31 基I211200214 勸募捐款  $           500 lu
110/12/31 基I211200213 勸募捐款  $           300 無名氏
110/12/31 基I211200212 勸募捐款  $           300 廖立威
110/12/31 基I211200211 勸募捐款  $           200 王明群
110/12/31 基I211200210 勸募捐款  $         2,000 真味有限公司
110/12/31 基I211200209 勸募捐款  $           500 陳泓瑋
110/12/31 基I211200208 勸募捐款  $            100 邱紫逸
110/12/31 基I211200207 勸募捐款  $           500 阿弟食業
110/12/31 基I211200206 勸募捐款  $            100 邱紫逸
110/12/31 基I211200205 勸募捐款  $            100 蕭炳瑞
110/12/31 基I211200204 勸募捐款  $           200 劉佳穎
110/12/31 基I211200203 勸募捐款  $            100 林小弟
110/12/31 基I211200202 勸募捐款  $            100 吳碧鳳
110/12/31 基I211200201 勸募捐款  $           500 張鳳嬌
110/12/31 基I211200200 勸募捐款  $            100 邱紫逸
110/12/31 基0211204283 勸募捐款  $         3,099 莊宜珍
110/12/31 基0211204282 勸募捐款  $         3,075 陳夏萍
110/12/31 基0211204281 勸募捐款  $       10,000 耀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12/31 基0211204280 勸募捐款  $       10,000 方元國際開發
110/12/31 基0211204279 勸募捐款  $         1,000 邱士誠

110/12/31 基0211204278 勸募捐款  $         3,099
無名氏(110/12/28銀行匯款

#9443)
110/12/31 基0211204277 勸募捐款  $           600 許莉楨
110/12/31 基0211204276 勸募捐款  $         1,599 魏詩怡
110/12/31 基0211204275 勸募捐款  $           575 無名氏(110/12/27銀行匯款)
110/12/31 基0211204274 勸募捐款  $         3,059 吳志諒
110/12/31 基0211204273 勸募捐款  $         3,059 呂建明

110/12/31 基0211204272 勸募捐款  $         1,075
無名氏(110/12/24銀行匯款

#0642)

110/12/31 基0211204271 勸募捐款  $         2,099
無名氏(110/12/24銀行匯款

#9503)

110/12/31 基0211204270 勸募捐款  $         3,059
無名氏(110/12/23銀行匯款

#4125)

110/12/31 基0211204269 勸募捐款  $         3,099
無名氏(110/12/23銀行匯款

#1388)

110/12/31 基0211204268 勸募捐款  $         3,000
無名氏(110/12/23銀行匯款

#0482)
110/12/31 基0211204267 勸募捐款  $         1,699 劉世斌

110/12/31 基0211204266 勸募捐款  $         5,075
無名氏(110/12/23銀行匯款

#7291)
110/12/31 基0211204265 勸募捐款  $           600 黃雅齡

110/12/31 基0211204264 勸募捐款  $         2,075
無名氏(110/12/22銀行匯款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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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1 基0211204263 勸募捐款  $         3,200 蔡秀華
110/12/31 基0211204262 勸募捐款  $        4,000 盧怡君
110/12/31 基0211204261 勸募捐款  $         3,000 周道煒

110/12/31 基0211204260 勸募捐款  $         3,075
無名氏(110/12/21銀行匯款

#3233)
110/12/31 基0211204259 勸募捐款  $         3,099 簡阿忠

110/12/31 基0211204258 勸募捐款  $         3,099
無名氏(110/12/17銀行匯款

#6605)
110/12/31 基0211204257 勸募捐款  $         2,059 張修華

110/12/31 基0211204256 勸募捐款  $         1,059
無名氏(110/12/17銀行匯款

#0125)
110/12/31 基0211204255 勸募捐款  $         3,099 林璟宏

110/12/31 基0211204254 勸募捐款  $         1,000
無名氏(110/12/15銀行匯款

#0271)
110/12/31 基0211204253 勸募捐款  $         3,059 孫素珍
110/12/31 基0211204252 勸募捐款  $        3,645 張耀仁
110/12/31 基0211204251 勸募捐款  $         3,059 朱紋蘭

110/12/31 基0211204250 勸募捐款  $         3,000
無名氏(110/12/13銀行匯款

#0492)
110/12/31 基0211204249 勸募捐款  $         3,059 蔡怡伶

110/12/31 基0211204248 勸募捐款  $         5,059
無名氏(110/12/9銀行匯款

#7913)

110/12/31 基0211204247 勸募捐款  $         1,075
無名氏(110/12/9銀行匯款

#3708)
110/12/31 基0211204246 勸募捐款  $         1,000 張月蟬

110/12/31 基0211204245 勸募捐款  $         3,100
無名氏(110/12/7銀行匯款

#5701)

110/12/31 基0211204244 勸募捐款  $         3,599
無名氏(110/12/6銀行匯款

#3944)

110/12/31 基0211204243 勸募捐款  $         2,059
無名氏(110/12/6銀行匯款

#5533)

110/12/31 基0211204242 勸募捐款  $         2,000
無名氏(110/12/2銀行匯款

#7651)
110/12/31 基0211204241 勸募捐款  $       19,999 張翠茹
110/12/31 基0211204240 勸募捐款  $         2,099 張國仁
110/12/31 基0211204239 勸募捐款  $         3,099 林俊利
110/12/31 基0211204238 勸募捐款  $       10,000 劉國暉
110/12/31 基0211204237 勸募捐款  $         1,575 賴靜芳
110/12/31 基0211204236 勸募捐款  $         1,099 邱明賢
110/12/31 基0211204235 勸募捐款  $         3,075 鍾炳輝
110/12/31 基0211204234 勸募捐款  $         3,099 謝穎婷
110/12/31 基0211204233 勸募捐款  $       10,089 許永靖
110/12/31 基0211204232 勸募捐款  $         3,089 張明堯
110/12/31 基0211204231 勸募捐款  $         3,083 洪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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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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1 基0211204230 勸募捐款  $           599 許小姐
110/12/31 基0211204229 勸募捐款  $         1,075 善心人士
110/12/31 基0211204228 勸募捐款  $         3,075 石浩軍
110/12/31 基0211204227 勸募捐款  $           500 周育立
110/12/31 基0211204226 勸募捐款  $         3,089 李啟銘
110/12/31 基0211204225 勸募捐款  $       15,000 林洛瑋
110/12/31 基0211204224 勸募捐款  $       36,000 東豪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0/12/31 基0211204223 勸募捐款  $         3,059 周武雄
110/12/31 基0211204222 勸募捐款  $         1,075 古家咖哩
110/12/31 基0211204221 勸募捐款  $         1,099 綠威園藝行
110/12/31 基0211204220 勸募捐款  $         3,000 陳子晴
110/12/31 基0211204219 勸募捐款  $         1,500 戴士文
110/12/31 基0211204218 勸募捐款  $         2,099 劉小禎
110/12/31 基0211204217 勸募捐款  $         3,000 桓寰有限公司
110/12/31 基0211204216 勸募捐款  $         1,000 江媞華
110/12/31 基0211204215 勸募捐款  $         2,099 廖琪婉
110/12/31 基C211231409 勸募捐款  $           500 黃于禎
110/12/31 基C211231408 勸募捐款  $           500 黃于禎
110/12/31 基C211231407 勸募捐款  $           200 潘盈如
110/12/31 基C211231406 勸募捐款  $           800 潘盈如
110/12/31 基C211231405 勸募捐款  $         5,000 天佑冷氣材料有限公司
110/12/31 基C211231404 勸募捐款  $            100 郭冠億
110/12/31 基C211231403 勸募捐款  $           500 朱培茹
110/12/31 基Y210003631 勸募捐款  $           200 王中衛
110/12/31 基Y210000071 勸募捐款  $         2,000 沛涵有限公司
110/12/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300 簡國斌
110/12/31 基Y210001691 勸募捐款  $           300 簡國斌
110/12/31 基C211231402 勸募捐款  $            100 蘇瑋琳
110/12/31 基C211231401 勸募捐款  $            100 蘇家盈
110/12/31 基C211231400 勸募捐款  $           200 羅伊真
110/12/31 基C211231399 勸募捐款  $           300 鍾孟真
110/12/31 基C211231398 勸募捐款  $            100 謝家茵
110/12/31 基C211231397 勸募捐款  $           500 賴倩如
110/12/31 基C211231396 勸募捐款  $           500 鄧淯宸
110/12/31 基C211231395 勸募捐款  $           600 鄧秋君
110/12/31 基C211231394 勸募捐款  $           300 蔡昌倚
110/12/31 基C211231393 勸募捐款  $            100 潘家華
110/12/31 基C211231392 勸募捐款  $           300 劉若芸
110/12/31 基C211231391 勸募捐款  $         1,500 劉宏哲
110/12/31 基C211231390 勸募捐款  $           200 熊名煒
110/12/31 基C211231389 勸募捐款  $         1,000 廖世宏
110/12/31 基C211231388 勸募捐款  $           200 詹佳翊
110/12/31 基C211231387 勸募捐款  $            150 楊育彰
110/12/31 基C211231386 勸募捐款  $           500 黃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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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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1 基C211231385 勸募捐款  $         1,000 黃松娥
110/12/31 基C211231384 勸募捐款  $         1,000 黃秀蘭
110/12/31 基C211231383 勸募捐款  $           200 陳鑑文
110/12/31 基C211231382 勸募捐款  $            100 陳莊素秋
110/12/31 基C211231381 勸募捐款  $         1,000 陳美樺
110/12/31 基C211231380 勸募捐款  $           500 陳柏旭
110/12/31 基C211231379 勸募捐款  $           300 陳建甫
110/12/31 基C211231378 勸募捐款  $            100 陳冠凱
110/12/31 基C211231377 勸募捐款  $            100 許信隆
110/12/31 基C211231376 勸募捐款  $            100 莊德福
110/12/31 基C211231375 勸募捐款  $            100 張語洛
110/12/31 基C211231374 勸募捐款  $            100 張致瑋
110/12/31 基C211231373 勸募捐款  $            100 張子彥
110/12/31 基C211231372 勸募捐款  $            100 徐琳媛
110/12/31 基C211231371 勸募捐款  $         1,288 范蕙芬
110/12/31 基C211231370 勸募捐款  $            100 俞建業
110/12/31 基C211231369 勸募捐款  $           200 侯文仁
110/12/31 基C211231368 勸募捐款  $           500 林瑜婷
110/12/31 基C211231367 勸募捐款  $           500 林莉茹
110/12/31 基C211231366 勸募捐款  $           200 林怡伶
110/12/31 基C211231365 勸募捐款  $         2,300 林言修
110/12/31 基C211231364 勸募捐款  $            100 林志憲
110/12/31 基C211231363 勸募捐款  $           500 林式新
110/12/31 基C211231362 勸募捐款  $            100 周煥庭
110/12/31 基C211231361 勸募捐款  $            100 李蕙君
110/12/31 基C211231360 勸募捐款  $           200 李珮婕
110/12/31 基C211231359 勸募捐款  $         1,000 李政潔
110/12/31 基C211231358 勸募捐款  $            100 李妍瑾
110/12/31 基C211231357 勸募捐款  $            100 吳惠娟
110/12/31 基C211231356 勸募捐款  $            100 吳旭航
110/12/31 基C211231355 勸募捐款  $           500 吳文傑
110/12/31 基C211231354 勸募捐款  $           500 余玉桃
110/12/31 基C211231353 勸募捐款  $           500 何陽陞
110/12/31 基C211231352 勸募捐款  $            100 老周
110/12/31 基C211231351 勸募捐款  $            100 伍崇永
110/12/31 基C211231350 勸募捐款  $         1,000 王偉豪
110/12/31 基C211231349 勸募捐款  $            100 王宥驊
110/12/31 基C211231348 勸募捐款  $         1,000 方聰文
110/12/31 基C211231347 勸募捐款  $         2,000 于文婷
110/12/31 基C211231346 勸募捐款  $           300 陳柏銓
110/12/31 基C211231345 勸募捐款  $           600 王琬宜
110/12/31 基C211231344 勸募捐款  $            100 蘇婉婷
110/12/31 基C211231343 勸募捐款  $            150 蔡昀圻
110/12/31 基C211231342 勸募捐款  $         5,000 林世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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