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老協愛心捐款芳名錄7-9月

收據日期 捐款方式 捐款用途 捐款金額 收據編號 徵信抬頭

2021/07/0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01 旺O

2021/07/0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02 穠O

2021/07/0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04 林OO子

2021/07/0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06 善O人士

2021/07/0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07 善O人士

2021/07/04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0 老202107008 善O人士

2021/07/06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400 老202107005 林O宜

2021/07/0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09 善O人士

2021/07/0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10 林O嘉

2021/07/0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11 何O珍

2021/07/08 現金 協會經費 10000 老202107012 永O自助餐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7038 吳O卿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7039 楊O穎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40 施O鈺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7041 朱O儀.林O毅.林O妘.林O永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50 老202107042 曾O芸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50 老202107043 曾O蓉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50 老202107044 張O真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50 老202107045 曾O星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7046 呂O源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700 老202107047 紀OO仔

2021/07/0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48 許O傑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13 羅O蓁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14 黃O逸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15 劉O國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16 陳O佑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 老202107017 方O琁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18 黃O前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19 劉O君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20 李O宏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21 柯O澤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22 黃O春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23 彭O勝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24 翁O蔭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300 老202107025 劉O偉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26 施O鈿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27 侯O仁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0 老202107028 劉O哲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500 老202107029 張O華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30 黃O惠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推動愛食不荒專案 500 老202107031 梁O雯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32 蔡O玉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7033 謝O蓁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34 郭O文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35 金OOOOO有限公司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36 宋O利

2021/07/12 銀行匯款 協會經費 50000 老202107037 廖O斌

2021/07/12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07 楊O姐

2021/07/12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108 善O人士

2021/07/12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500 老202107109 陳O明

2021/07/12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110 宋O培

2021/07/12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500 老202107111 許O騏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7049 善O人士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50 善O人士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51 邱O婕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52 善O人士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53 善O人士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54 譚O秀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7055 張O玲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56 善O人士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7057 陳O雅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58 廖O志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59 張O涵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60 黃O傑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7000 老202107061 張O聖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400 老202107062 張O華

2021/07/1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 老202107063 善O人士

2021/07/1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64 善O人士

2021/07/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0 老202107065 游O達

2021/07/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66 尹O如

2021/07/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 老202107067 無O氏

2021/07/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68 王O綿

2021/07/1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69 葉O伶

2021/07/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7112 林O婷

2021/07/14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20 老202107070 曾O玉

**【清寒長者扶助計畫】專案另為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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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4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7113

黃O雲.江文彬.江孟姿.江心語.吳

鈺純.張鈺靜

2021/07/14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0 老202107114 曾O維

2021/07/14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15 善O人士

2021/07/15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200 老202107071 小O心意愛心捐

2021/07/15 銀行匯款 協會經費 3000 老202107072 張O正

2021/07/1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22 善O人士

2021/07/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073 王O豐

2021/07/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74 劉O賢

2021/07/18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125 善O人士

2021/07/1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7075 謝O寶

2021/07/1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76 柏O英

2021/07/19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16 善O人士

2021/07/19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17 許O晴

2021/07/20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00 老202107077 財團法人OOOOOOO寺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78 吳O菊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79 周O安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80 黃O宸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7081 林O賢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82 吳O雄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83 黃O瓴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84 顏O伶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推動愛食不荒專案 500 老202107085 陳O瑜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86 王O庭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7087 柯O華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88 魏O堂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89 鄭O祥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90 楊O珍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7091 楊O足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專案捐款 500 老202107092 鄭O錚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093 卓O欣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94 郭O緩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95 林OO清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96 趙O文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097 薛O裕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098 葉O菁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099 邱O鈞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00 莊O梅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01 孫O嵐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02 何O弘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03 宋O燕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104 梁O琇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05 林O錦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7106 林O明

2021/07/2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18 李O華.陳O梵

2021/07/2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15 老202107119 柏O英.傅O琴

2021/07/2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20 茄O天后宮

2021/07/2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7121 林O妤

2021/07/2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7126 三O府千歲

2021/07/2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7127 黃O珍

2021/07/2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7128 陳O桐

2021/07/29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0 老202107135 呂O玲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36 鄭O芬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7137 林O德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38 善O人士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39 謝O妘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111 老202107140 陳O如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41 潘O義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7142 曾O以

2021/07/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500 老202107143 洪O明

2021/07/30 現金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7144 余O麗

2021/07/30 現金 協會經費 2000 老202107145 吳OO華

2021/08/0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01 旺O

2021/08/0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02 穠O

2021/08/02 現金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04 余O麗

2021/08/02 現金 協會經費 2000 老202108005 吳OO華

2021/08/03 郵政劃撥 清寒長者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8007 任O虹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08 羅O蓁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09 黃O逸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10 劉O國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11 陳O佑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 老202108012 方O琁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13 黃O前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14 劉O君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15 李O宏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16 柯O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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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17 黃O春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18 彭O勝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19 翁O蔭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300 老202108020 劉O偉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8021 施O鈿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22 侯O仁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0 老202108023 劉O哲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24 黃O惠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推動愛食不荒專案 500 老202108025 梁O雯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26 蔡O玉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8027 謝O蓁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28 郭O文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29 金OOOOO有限公司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30 宋O利

2021/08/11 銀行匯款 清寒長者扶助計畫 5000 老202108033 寶O企業有限公司

2021/08/1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8034 呂O源

2021/08/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8051 朱O儀.林O毅.林O妘.林O永

2021/08/1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8052 麥O鐘

2021/08/1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90 善O人士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35 劉O瑩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36 黃O秋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37 蘇O生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38 蘇O敬

2021/08/16 郵政劃撥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39 蘇O恩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40 洪O婕

2021/08/16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41 茄O天后宮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8042 林O賢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43 黃O瓴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44 魏O堂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45 薛O裕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46 葉O菁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47 邱O鈞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48 莊O梅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49 孫O嵐

2021/08/16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8050 林O明

2021/08/16 銀行匯款 協會經費 3000 老202108109 張O正

2021/08/17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92 善O人士

2021/08/17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93 善O人士

2021/08/18 現金 協會經費 1100 老202108053 昇O科技大樓管理委員會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54 吳O菊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55 周O安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56 黃O宸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57 吳O雄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推動愛食不荒專案 500 老202108058 陳O瑜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59 王O庭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8060 柯O華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61 鄭O祥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62 楊O珍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8063 楊O足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專案捐款 500 老202108064 鄭O錚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8065 卓O欣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66 郭O緩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67 林OO清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68 趙O文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69 何O弘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70 宋O燕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71 梁O琇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72 林O錦

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73 徐O瑩

2021/08/24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8074 蔡O貞

2021/08/24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75 劉O賢

2021/08/24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8076 陳O心人士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800 老202108077 胡O婕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078 張O秐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 老202108079 楊O姐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8080 潘O帆

2021/08/2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 老202108081 善O人士

2021/08/2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200 老202108082 善O人士

2021/08/25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8083 呂O源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8084 陳O瑩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213 老202108085 張O豪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086 匿O捐款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87 翁O妤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88 方O翰

2021/08/25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500 老202108089 林O樺

2021/08/2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80000 老202108107 馮O翔



2021 老協愛心捐款芳名錄7-9月

收據日期 捐款方式 捐款用途 捐款金額 收據編號 徵信抬頭

**【清寒長者扶助計畫】專案另為徵信

2021/08/27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8097 黃O珍

2021/08/28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8108 善O人士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98 善O人士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099 潘O欣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8100 蔡O貞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0 老202108101 太O東集團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102 賴O霏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8103 黃O雯

2021/08/3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8104 黃O珍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8105 黃O強

2021/08/31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0 老202108106 王O薰

2021/09/0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01 旺O

2021/09/01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02 穠O

2021/09/0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03 江O嘉

2021/09/0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04 許O榮

2021/09/02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9005 張O屏

2021/09/0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9006 李O登

2021/09/03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9007 回O歸途

2021/09/0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0 老202109032 倪O賢

2021/09/04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9033 善O人士

2021/09/06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34 善O人士

2021/09/07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00 老202109030 林O傑

2021/09/07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35 洪O惠

2021/09/08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600 老202109039 孫O良

2021/09/09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000 老202109036 善O人士

2021/09/10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800 老202109037 吳O文

2021/09/10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9038 呂O源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9008 羅O蓁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09 黃O逸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9010 劉O國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11 陳O佑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 老202109012 方O琁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13 黃O前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9014 劉O君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9015 李O宏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9016 柯O澤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17 黃O春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18 彭O勝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9019 翁O蔭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9020 施O鈿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500 老202109021 侯O仁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0 老202109022 劉O哲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200 老202109023 黃O惠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推動愛食不荒專案 500 老202109024 梁O雯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25 蔡O玉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9026 謝O蓁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協會經費 1000 老202109027 郭O文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28 金OOOOO有限公司

2021/09/1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9029 宋O利

2021/09/1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6500 老202109031 陳O伶

2021/09/13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9040 胡O婕

2021/09/15 銀行匯款 協會經費 3000 老202109050 張O正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42 吳O儀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老202109043 岩O岑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0 老202109044 江O樂.江O俞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9045 BO叩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9046 劉O新

2021/09/22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 老202109047 祝O

2021/09/23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48 丁O惠

2021/09/24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9059 善O人士

2021/09/2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51 顏O木

2021/09/28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 老202109052 劉O新

2021/09/29 郵政劃撥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400 老202109053 朱O儀.林O毅.林O妘.林O永

2021/09/3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54 薛O裕

2021/09/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55 張O釩

2021/09/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3000 老202109056 林O婷

2021/09/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 老202109057 善O人士

2021/09/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9058 許O珠

2021/09/30 線上金流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老202109060 善O人士

2021/07/07 銀行匯款 獨老‧清寒拾荒長輩關懷行動 100000 勸20210700002

財團法人OOOOOOO文教公益基

金會

2021/07/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勸20210700001 劉O芳

2021/07/15 銀行匯款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00000 勸20210700003 臺O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勸20210700004 陳O錕

2021/08/02 彰銀紅利轉捐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 勸20210800001 詹O琪

2021/08/09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200 勸20210800002 劉O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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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3 聯信授權書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0 勸20210800004 陳O錕

2021/09/01 國泰紅利轉捐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120 勸20210900001 林O有

2021/09/01 彰銀紅利轉捐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50 勸20210900002 潘O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