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06 月捐款徵信 

★2010. 06 月份捐款明細 

2010.06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14 人，合計 64,80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8 人，合計 14,500 元。 

☆ 一般捐款，共 38 人，合計 2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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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人，合計 51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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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人，合計 141,040 元。 

以上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1,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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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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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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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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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旭 $100 胡文馨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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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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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趙秀蓁 $100 廖志德 $500 劉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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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盈銓 $6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魏秀惠 $2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蘇惠珍 $500 賴彥任 $1,000 

韓德生 $200 蔡昌佑 $200 張仕緯 $1,000 

Ocean 

gardew 

$300 王東章 $1,000 周貞宜 $500 

聶廷建 $500 李育琴 $200 許維真 $500 

曾婷卉 $300 林三加 $1,000 盧嬑慧 $300 

洪郁翔 $500 施文真 $500 李慧芬 $1,000 



鄭香辰 $200 郭啟彬 $500 林佳穎 $200 

薛郁欣 $500 陳美株 $2,000 王元才 $500 

王思尹 $200 陳蓉樺 $100 李德達 $1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14 人，合計 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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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彭可媖 $3,000 鄭朝雄 $1,000 

耿璐 $5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8 人，合計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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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峯 $3,600 李志清 $3400 江逸婷 $60,000 

(財)日和文教基

金會 
$1,000 

(財)環保媽媽環

境保護基金會 
$3,000 泰山企業(股) $10,890 

林靖諺 $100 
傑克的魔豆義式

咖啡館 
$660 王鴻濬 $1,000 

李政雄 $500 杜文苓 $2,000 沈原民 $3,200 

林柏州 $2,730 林雯莛 $2,000 徐浚峰 $500 



高雄縣中崙國小

第九屆六年五班

畢業生 

$500 許博為 $200 陳建志 $2,000 

陳耀東 $1,000 善願麵包工坊 $1,000 無名氏 $3,000 

華亞科技(股)公

司職工福利委員

會 

$2,000 黃于玲 $300 黃秋林 $200 

黃偉倫 $1,200 楊育昌 $2,500 楊建榮 $2,000 



劉久清 $3,200 劉美玲 $50,000 蔡伶姬 $87,601 

蔡寶來 $1,000 戴蘊思 $1,000 夏道緣 $3,000 

夏道緣 $18,000 夏道緣 $1,800 陳瑞賓 $2,000 

孫秀如 $1,000 孫秀如 $2,000     

以上一般捐款，共 38 人，合計 2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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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吳尊賢文教

公益基金會 
$10,000 張靖榆 $1,000 黃秋綾 $1,000 

張靖榆 $1,000 楊懿如 $50,000 沈慧娥 $1,000 

紀麗娟 $1,000 陳佾均 $2,000 耿璐 $1,000 

徐瑜蘋 $1,000 林美華 $1,000 陳佩弦 $1,000 



洪立昀 $1,000 蘇于貞 $1,000 魏玉珍 $5,000 

詹淑霞 $1,000 
金安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3,000 卓佳蓉 $2,000 

林映慈 $1,000 李孝芸 $1,000 魏孟瑜 $1,000 

溫瑞榮 $680 馮思恬 $1,000 吳子昂 $2,000 

林鼎傑 $1,000 古和書 $2,000 王若璇 $1,000 

王榕田 $1,000 林憶芳 $1,000 吳恬安 $1,000 



劉珮如 $1,000 許芳瑜 $1,000 孫如杰 $1,000 

傅韋錚 $200 黃于玻 $2,000 葉俊斌 $1,000 

齊國強 $1,000 
伊聖詩芳療生活

館 
$13,000 陳美鳳 $3,000 

林筱梅 $1,000 晁瑞光 $1,000 張文彥 $1,000 

許心欣 $2,000 陳瑞賓 $1,000 張恆嘉 $2,000 

陳姿慧 $2,500 林淑英 $2,400 呂卉姍 $1,000 



莊濬陽 $140 陳瑞賓 $1,000 高梓軒 $1,000 

鄭聿真 $2,000 梅怡凡 $2,000 愛華堡有限公司 $1,000 

林昆海 $1,000 余國信 $1,000 王昭文 $1,000 

張王璜 $2,000 林芷 $1,000 張禎芸 $1,000 

黃周亞梅 $500 黃稠糖 $500 張核菘 $500 

黃世仁 $1,000 林彥甫 $1,000 奕飛資訊 $500 



吳明璇 $1,000 侯淑芬 $1,000 王程遠 $1,000 

教育部環保小組 $80,000 林俊賢 $1,000 戴凱循 $1,000 

朱寶萱 $500 彭淑蔆 $1,000 劉瓊蓮 $1,000 

林世基 $1,000 劉小書 $8,000 鄭乃豪 $1,000 

周妮萱 $1,000 林芝 $1,000 楊奕昭 $1000 

台灣索尼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吳韋漢 $1,000 川流 $100,000 



林珮怡 $3,000 李明治 $2,000 陳國華 $2,000 

鄧玉英 $1,000 汪文豪 $2,400 李珍妮 $1,000 

洪琪真 $1,000 陳秀蘭 $1,000 黃國建 $1,200 

謝宗翰 $1,000 劉佳洵 $1,000 傅韋錚 $500 

鄭詠澤 $20,000 常新 $1,000 邱士勝 $1,000 

鄭宛君 $1,000 李麗玲 $1,000 桑林有機研究室 $2,200 



梁唯真 $1,000 翁嘉明 $2,000 飛魚記憶美術館 $1,319 

宋明璣 $200 柯燕美 $2,000 陳怡如 $1,000 

劉瓊玉 $1,100 
璐娜希國際有限

公司 
$660 呂宜芳 $2,000 

李亭儀 $1,500 楊雅鈞 $1,000 郝艷蕊 $500 

廖峰翔 $500 林明切 $500 王玉蘭 $500 

林茜儀 $500 張哲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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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人，合計 51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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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豪 $100 王瑀玟 $2,000 周靖雯 $1,000 

林志鴻 $10,000 陳乃維 $100 陳登峰 $1,000 



應建中 $2,000 蔡岳儒 $10,000 高熏蔚 $500 

黃子容 $100 李易臻 $100 楊雅婷 $100 

林弘全 $5,000 沈華翡 $16,000 陳仁煌 $600 

莊德文 $300 徐挺郡 $1,000 黃興瑞 $200 

張雅雯 $500 陳品璇 $500 張孟婷 $1,000 

yenn $150 黃立端 $200 游景仁 $500 



李昕錞 $3,000 梁雅涵 $100 李應堂 $100 

薛明珠 $1,000 范成御 $100 薛明珠 $1,000 

王世文 $500 蔡方繼 $1,500 周芷妘 $500 

冷彬 $5,000 黃月宣 $500 吳秉鴻 $1,000 

劉書豪 $500 李允文 $200 葉玉瑩 $1,000 

陳美鈞 $300 林伯芳 $1,000 hualin hsu $500 



許又方 $100 張傳甫 $1,100 邱家民 $1,000 

陳怡螢 $1,000 葉郁揚 $1,000 台大眼鏡平鎮店 $500 

陳敬中 $2,000 賴文珍 $100 李怡志 $1,500 

陳恩信 $1,000 周培植 $1,500 周培植 $1,500 

李勤 $500 呂佩璁 $1500 塗立源 $1,500 

王致尹 $1,000 鄭如棻 $100 鄭如棻 $100 



胡瑀書 $1,000 鍾明德 $1,000 江育萱 $1,000 

曾麗幸 $1,000 陳佳怡 $1,500 
凱詩國際有限公

司 
$1,000 

林麗珊 $1,500 程梅香 $1,500 黃志隆 $500 

沈宜瑤 $600 廖婉茹 $1,500 陳儀璇 $100 

林文凱 $500 盧怡如 $500 陳泓愷 $2,000 

陳泓愷 $2,000 羅亦旋 $1,680 蔡嘉琪 $2,000 



陳昭宇 $300 李正男 $1,000 張庭凱 $13,000 

張庭凱 $13,000 葉文旗 $1,000 洪玉珊 $300 

簡琴音 $100 陳彥蓁 $500 蔣闊如 $1,000 

王士銘 $1,000 陳姷臻 $500 陳榮煌 $100 

莊家富 $200 泰菱有限公司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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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人，合計 14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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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