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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4 月份捐款明細 

2010.04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07 人，合計 56,10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5 人，合計 11,000 元。 

☆ 一般捐款，共 53 人，合計 263,209 元。 

☆ 專案捐款： 

@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117 號，共 295 人，合計 531,849 元。 

@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 - Yahoo 公益捐款，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117 號，共 89 人，合計 72,436 元。 

☆ 綠色消費，共 3 人，合計 9,335 元。 

☆ 物資捐贈(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117 號)：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有機棉 T 恤 1400

件，$376,500。 

以上 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1,322,229 元。 



☆本月捐款人直接捐款至協會捐款專戶僅提供末 5 碼，歡迎捐款人來電(02-2933-2233#215)認領。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方國運 $2,000 Double $100 王耀仟 $500 

王昭雯 $1,000 白子易 $500 朱敬平 $500 

江振睦 $500 江吳彩敏 $500 江紹熙 $500 

江淑娟 $500 江素娟 $500 吳思融 $100 



吳小兔 $100 馬力歐 $200 宋作人 $100 

李宗玉 $500 李雅琪 $500 李若存 $3,000 

沈嘉玲 $200 邢智田 $2,000 余孟芬 $500 

林琬瑜 $300 林王志 $500 木雅 $5,000 

林秀蓮 $200 邱信欽 $500 邱雅婷 $300 

姜賴淑貞 $200 范景硯 $500 施政旭 $100 



胡文馨 $500 胡青煖 $500 孫如濱 $200 

孫秀如 $500 高林裕 $100 張震宇 $200 

嘉怡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張雅萍 $500 張勝雄 $200 

莊淑雯 $1,000 許心欣 $500 許利銘 $2,000 

許真瑜 $500 郭慧禪 $200 郭彥廉 $500 

陳仲嶙 $100 陳孟凱 $1,000 陳瑞賓 $500 



陳淑芬 $100 陳淑梅 $100 陳郁玲 $100 

陳昭倫 $1,000 彭瑞祥 $200 彭川 $200 

曾彥蓉 $200 游心宜 $500 湯京平 $100 

馮小非 $1,000 黃子晏 $200 黃秋鶯 $500 

黃小姐 $500 hzt217 $500 黃智嘉 $500 

黃禹銘 $1,000 黃光渠 $1,000 ycYang $100 



楊儀琴 $100 楊懿如 $500 楊志彬 $500 

楊曼妙 $200 chienwang $100 葉孟芬 $500 

葉欣宜 $200 葉素舫 $200 CJJ $300 

趙秀蓁 $100 廖志德 $500 劉愷 $200 

劉子豪 $500 劉桂香 $500 劉弼仁 $1,000 

劉翔頎 $200 蔡嘉恆 $1,000 蔡孟芳 $200 



鄭英鵬 $500 賴偉傑 $200 賴鵬智 $100 

賴盈銓 $6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顏培倫 $500 魏秀惠 $2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蘇登福 $100 蘇惠珍 $500 

賴彥任 $1,000 韓德生 $200 蔡昌佑 $200 

張仕緯 $1,000 Oceangardew $300 王東章 $1,000 



周貞宜 $500 聶廷建 $500 李毓偉 $200 

李育琴 $200 許維真 $5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07 人，合計 56,100 元。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美濃八色鳥工作
$500 葉春良 $200 鄭鳳珠 $100 



室 

陳淑梅 $100 洪玉卿 $100 王順美 $1,000 

陳麗淑 $400 Denise Yang $100 金珮 $100 

蕭代基 $2,000 劉姮君 $100 邱郁文 $200 

黃立芳 $200 劉麗茹 $100 林志福 $500 

吳佩蓁 $500 李宛澍 $500 陳嘉鴻 $100 

方忠秀 $100 陸聲山 $300 李淑娟 $500 



林朝成 $1,000 蔡咪咪 $500 劉筱茜 $300 

羅敏儀 $1,5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5 人，合計 11,000 元。 

  

※一般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新莊社區大學 $12,123 
(財)俊逸文教基

金會 台南青年

$131 張正慈 $200 



志工中心 

劉瓊蓮 $2,200 張清木 $200 
(財)日和教育基

金會 
$1,000 

林孟杰 $500 林孟德 $500 陳柏璋 $2,000 

史玲綺 $220 李淑珍 $50,000 許天麟 $2,000 

陳千惠 $500 林婉琪 $1,200 陳祥彬 $200 

盧佑全 $200 00108 $1,400 001371 $10,000 



52978 $1,000 77993 $2,000 168325 $1,000 

283648 $3,000 600265 $2,000 公小穎 $10,000 

李美滿 $1,000 李道明 $5,000 胡德福 $5,000 

張璨琴 $10,000 陳甫斌 $10,000 陳美枝 $1,000 

陳淑蘭 $3,000 陳朝發 $1,000 陳嘉文 $30,000 

陳慧貞 $1,000 劉永嚴 $5,000 劉雅晶 $30,000 



羅玉珍 $20,000 節目捐款 $1,000 感恩市集 $10,260 

陳寶連 $1,000 夏道緣 $2,755 夏道緣 $220 

劉瓊蓮 $2,200 王智昱 $5,000 李元植 $1,000 

徐秋明 $1,000 許真瑜 $2,000 燕陶坊 $4,000 

楊小姐 $200 林世基 $1,000 龔家緯 $1,000 

萬由陪,谷有慧 $4,000 陳婉琳 $1,000     

以上一般捐款，共 53 人，合計 263,209 元。 



  

※專案捐款 

@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117 號)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黃祺瑋 $1,000 陳右儒 $2,000 呂志強 $1,000 

吳俊德 $2,000 張嘉方 $1,000 張嘉方 $1,000 

丁文卿 $1,000 陳柏任 $1,000 
黃郁婷

jenny4538 
$690 



黃郁婷

jenny4538 
$70 吳致鴻 $2,000 王麗雯 $1,000 

許志遠 $2,000 Jessie.Yeh $2,000 徐嘉君 $1,000 

世新電台倪可 $2,000 張耕碩 $1,000 王宸禕 $1,000 

ByeBye&Fumi $2,000 江常輝 $1,000 詹品佳 $1,000 

賴曉貞 $1,000 陳韻如 $1,000 
歐卡歐社創意工

作室 
$2,000 



郝艷蕊 $500 許心怡 $500 吳淑蓉 $100 

莊濬陽 

(christom 

chuang) 

$2,130 莊濬陽 $140 

莊濬陽 

(christom 

chuang) 

$70 

詹毅文

kifun0915 
$730 

詹毅文

kifun0915 
$70 姜明佑 aakillua $1,420 

姜明佑 aakillua $70 吳敏華 $1,000 
杜靜宜

pc018781 
$630 



杜靜宜

pc018781 
$70 王依雯 $100 范綺美 $100 

張中慧 $100 陳佑仰 $2,000 劉建利 $100 

林三加 $1,000 林文獻 $1,000 盧嬑慧 $1,000 

盧偉任 $1,000 張淑貞 $1,000 江進富 $2,000 

吳靜芳 $2,000 洪嘉甫 $4,000 王玉蘭 $500 

戴子芸 $1,000 許勇仁 $1,000 高金英 $1,000 



陳雯琪 $1,000 廖峰翔 $500 林明切 $500 

Miky $500 陳修玲 $1,000 黃立婷 $1,000 

黃楷晴 $1,000 徐孟筠 $1,000 
定穎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 

蔡嘉陽 $1,000 林金保 $1,000 楊爵綺 $1,000 

何一先 $1,000 施月英 $1,000 林金保 $1,000 

符德榮 $1,000 韓秀蓉 $1,000 洪淑雅 $1,000 



吳孟純 $1,000 陳胤安 $1,000 李慧芬 $1,000 

曹惇惠 $1,000 王俊秀 $1,000 施俊偉 $2,000 

朱寶萱 $1,000 吳斐竣 $1,000 簡郁峰 $1,000 

林聖崇 $1,000 孫德珠 $1,000 陳住勝 $1,000 

楊志彬 $1,000 陳美株 $2,000 謝立信 $1,000 

王元才 $4,000 自然步道協會 $1,000 李欣哲 $2,000 



蔡芝如 $1,000 吳佳其 $1,000 陳如玫 $1,000 

陳胤安 $1,000 曾怡暤 $1,000 高林裕 $2,000 

蕭世聰 $5,000 林英鳳 $1,000 陳永超 $1,000 

王政卿 $1,000 王莉棋 $5,000 陳勻喆 $1,000 

詹嘉紋 $3,000 洪立薇 $1,000 張哲瑋 $1,000 

蘇怡婷 $1,000 楊宗烈 $100 張志堅 $1,000 



陳盈君 $2,000 黃瀠 $1,000 蘇元澤 $1,000 

林淑華 $1,000 劉芹君 $1,000 陳治安 $1,000 

劉啟東 $2,670 陳厚吉 $100 陳誼芩 $1,000 

邱三 $1,000 藍美玲 $1,000 葉語蓁 $1,000 

許智雅 $1,000 陳慧如 $1,000 羅秩帆 $1,000 

盧有恆 $1,000 曾婷卉 $1,000 楊艾倫 $1,000 



姜義正 $1,000 梁世雄 $2,000 楊同正 $2,000 

林益正 $1,000 黃虹瑜 $1,000 蔡宜礽 $2,000 

蕭詩錦 $1,000 林聖潔 $1,000 林聖貞 $1,000 

余少玲 $1,000 張瓊文 $1,000 林茜儀 $500 

郭美芝 $1,000 賴國華 $500 
朱雀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000 

劉思吟 $2,000 陳香吟 $1,001 鄭名君 $1,000 



鄭名君 $1,000 
南極碳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彭欣紋 $1,000 

多益得 $30,000 游婉玲 $1,000 王玉婷 $1,000 

李宜芳 $1,000 曾玉婷 $1,000 郭美君 $1,000 

曹曉芳 $1,000 孫友強 $2,000 
國立高雄大學 

五十噸碳權認購 
$25,000 

國立高雄大學 $7,000 王元才 $5,000 范欽慧 $4,000 



林春廷 $1,000 萬煦錚 $1,000 胡文華 $1,000 

林育詳 $200 龔家緯 $1,000 黃月金 $1,000 

鄭朝雄 $1,000 陳田文 $10,000 楊玉仙 $1,000 

李子君 $700 許真瑜 $2,000 李元植 $1,000 

徐秋明 $1,000 燕陶坊 $4,000 吳淑娟 $2,000 

公少穎 $3,000 黃奎璧 $3,000 高林聰 $3,000 



高美惠 $2,000 吳保國 $2,000 王榮得 $1,000 

陳麗玲 $1,000 黃教程 $1,000 李麗琴 $1,000 

劉雲玉 $1,000 王德政 $1,000 林珈妃 $1,000 

李丞偉 $1,000 陳媛 $1,000 黃錦璋 $1,000 

徐美玲 $1,000 徐美玲 $1,000 紀清田 $1,000 

陳鴻山 $1,000 蔡玲淵 $1,000 李柯柱 $1,000 



陳勻喆 $1,000 許雅棠 $1,000 方韻如 $2,000 

柯品薰 $1,000 張榕書 $1,000 廖媛瑞 $1,000 

楊翎 $1,000 施凱莉 $1,000 陳璿妃 $1,000 

黃碧雲 $2,000 吳芮嫻 $1,000 古少騏 $1,000 

王慧卿 $1,000 黃鵬錡 $1,000 何震寰 $1,000 

劉克襄 $1,000 汪慧玲 $1,000 張耀娥 $1,000 



曹惇惠 $5,000 石倩容 $1,000 黃麗花 $1,000 

鄭晶云 $200 
(社)台北縣身心

障礙者服務協會 
$1,000 劉美美 $1,000 

黃美文 $1,000 宋千卉 $1,000 李銘煌 $1,000 

劉芳桂 $1,000 王淑枝 $2,000 吳忠憲 $1,000 

高俊銘 $1,000 連浩銓 $1,000 涂慧敏 $1,000 

林傳盛 $1,000 Dane Yoeman $1,000 林品君 $2,000 



張婧楦 $2,000 郭劉有妹 $1,000 王信凱 $1,000 

林燦榮 $1,000 吳雅惠 $5,000 葉佳雯 $1,000 

葉佳琪 $1,000 駱明永 $3,000 莊涵因 $2,000 

楊小姐 $200 華興高中 $600 陳桂容 $1,000 

張鍚塒 $2,000 鄧年娣 $1,000 吳沂家 $1,000 

鄭朝雄 $1,000 陳秀惠 $1,000 胡雅美 $1,000 



陳凰珠 $1,000 陳瑞賓 $1,000 邵建翔 $1,000 

金陵女中 

71 班 

$1,000 

金陵女中 

張孝評 

$1,000 盧慶祥 $1,000 

黃子恩 $1,000 宋明璣 $1,000 無名氏 $2,000 

郭品束 $1,000 林琬淇 $1,000 楊怡瑱 $1,000 

張淳婷 $2,000 許心怡 $500 楊淑媛 $4,000 

郭思瑜 $2,000 劉孟佳 $2,000 許慧如 $1,000 



郭玟伶 $2,000 Cathy $1,000 柯幸芬 $1,000 

陳昀孜 $1,000 韓莉雯 $1,000 柳超莊 $1,000 

楊懿如 $1,000 福熊 $1,000 王淑惠 $2,000 

林佳穎 $5,000 阿欣 $3,000 許惠卿 $1,000 

黃佳慧 $2,000 ycc $10,000 王瑋嘉 $1,000 

盧有恆 $1,000 張哲禎 $500 林怡汎 $1,000 



李罕衷 $1,000 許芝寜 $1,000 毛美娜 $3,000 

甯順彥 $1,000 張瓊文 $1,000 賴素盈 $500 

中華民國橋藝協

會 
$100 台北市政府 $40,000 張凱評 $888 

吳毓純 $2,000         

            

以上（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專案捐款，共 295 人，合計 531,849 元。 

  



※專案捐款 

@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117 號 – Yahoo 公益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王曉綱 $500 張楊惇皓 $100 
豐盈本草生技

(股)公司 
$200 

哇寶國際資訊

(股)公司 
$100 李易龍閤家 $100 李均鈞 $1,000 

李馥如 $100 嚴若霜 $100 李怡志 $1,000 



黃怡雅 $100 林正雄 $1,000 周宗興 $200 

周儒 $2,000 吳宛珊 $1,000 林李坪 $168 

陳乃維 $100 童琳潔 $168 陳信傑 $500 

陳信傑 $500 方瑜靖 $1,000 蔡嘉偉 $100 

蔡靜薇 $1,000 吳瑞枝 $1,000 林鈺豪 $500 

林聖寰 $1,000 陳乃維 $100 BIOZYME $100 



林繼富 $1,000 林莉珍 $300 宋曉榕 $1,000 

謝祥宏 $2,000 顏振宇 $1,000 薛武弦 $1,000 

蔡佩真 $1,000 徐筱婷 $1,000 陳宇星 $1,000 

林香吟 $1,000 王齡梓 $1,000 孫俊淵 $100 

楊家豪 $1,000 林欣怡 $1,000 李如桑 $1,000 

蔡佩真 $1,200 吳庭輝 $1,000 林介文 $1,000 



林介文 $500 林正雄 $1,000 林鼎淵 $1,000 

陳又丹 $1,000 張瑩璽 $1,000 歐宇甜 $2,000 

李玉筑 $1,000 陳中淋 $1,000 周義斌 $300 

楊秀美 $1,200 陳明慧 $1,000 沈軒任 $1,000 

林新傑 $2,000 李祖妘 $100 邱聖雯 $1,000 

許光銘 $1,000 陳淑芬 $1,000 許紫昕 $1,000 



許紫昀 $1,000 顏文傑 $1,000 許淑芳 $1,000 

顏可晴 $1,000 顏可昕 $1,000 曾淑芳 $1,000 

陳惠萍 $1,000 林松永 $5,000 楊豐吉 $100 

施婉慧 $500 施婉慧 $500 
朋銼崗薩國際有

限公司 
$1,000 

楊凱麟 $1,000 何永濬 $200 許瑞君 $1,000 

李沛涵 $1,000 黃一恆 $100 林廷章 $1,000 



陳安夏 $300 余欣怡 $1,000 蔡佩真 $1,200 

蔡泰利 $200 郭千綺 $100 盧思辰 $1000 

顏希君 $600 黃振豪 $200     

以上（2010 迎接地球日 40 週年_綠行動守護地球計畫）專案捐款-Yahoo 公益捐款，共 89 人，合計 72436 元。 

  

※綠色消費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生態綠商業有限

公司 
$6,375 

都訊聯合電訊有

限公司 
$1,406 

都訊聯合電訊有

限公司 
$1,554 

綠色消費，共 3 人，合計 9,335 元。 

  

※節費電話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台灣蝴蝶保育學

會 

大然法律事

務所 
六足企業社 

中華民國社

區營造學會 

圖王數位影像

(有)公司 

社團法人台

灣環境資訊

協會 

中華民國我為人

人實踐推廣協會 

社團法人台

灣國際醫學

聯盟 

台南市資訊軟體

協會 
      

 

悄悄話 



無論是贊助環境資訊電子報，或是支持推動國內環境信託而捐款，我們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鼓勵！也提醒您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2 款，捐

款總額在綜合所得總額 20%以內可以列舉扣除，可以節稅喔！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service@e-info.org.tw或來電 02-2933-2233  

其他捐款方式請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捐款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