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 11 月捐款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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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捐款徵信公佈明細為上月入帳之捐款，線上、手機捐款依各平台撥款的作業時程會延後入帳，若跨月份則列入下個月捐款徵信。 

2008.11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98 人，合計 47,57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5 人，合計 8,700 元。 

☆ 一般捐款，共 5 人，合計 16,878 元。 

☆ 2008/11/02 新店炫媽咪募款園遊會，共 40 人，合計 90,000 元。☆ 2008/11/22 綠愛婚趴募款婚禮，共 176 人，合計 494,490 元。

☆ 2008/11/22 綠愛婚趴募款婚禮-義賣，合計 4,670 元。 

以上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662,308 元。 

☆團體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者，共 47 人。 

☆個人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者，共 32 人。 

mailto:service@e-info.org.tw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 

方國運（$2,000）、王真真（$1,000）、王耀仟（$500）、王莉婷（$70）、甘為君 （$300）、朱敬平（$500）、江紹勳（$1,500）、吳宜修

（$100）吳思融（$100）、吳小兔（$100）、李心馨（$200）、李宗玉（$500）、李柏毅（$200）、麥克雞（$200）、沈嘉玲（$200）、辛

立美（$100）、周東漢（$200）、林文淇（$1,000）、林王志（$500）、林秀美（$500）、木雅（$5,000）、邱信欽（$500）、洪智慧

（$200）、胡文馨（$500）、孫秀如（$500）、耿繼文（$1,000）、張震宇（$100）、容容（$100）、 33（$100）、許心欣（$500）、許

利銘（$2,000）、許嘉恩（$200）、許盧月雲（$500）、郭慧禪（$200）、陳仲嶙（$100）、陳孟凱（$1,000）、陳南光（$100）、陳淑芬

（$100）、陳敬誌（$200）、陳瑞賓（$2,000）、陳豐偉（$500）、曾彥蓉 （$200）、游心宜（$200）、湯京平（$100）、hzt217

（$500）、黃子晏（$200）、黃秋鶯 （$500）、 黃小姐（$500）、黃淑貞（$300）、楊同正（$1,000）、ycyang（$100）、楊儀琴

（$100）、楊懿如（$500）、溫炳原（$100）、 葉孟芬（$500）、葉欣宜 （$200）、 葉素舫（$200）、董鍾棣（$300）、 趙秀蓁

（$100）、趙森葳（$500）、 劉子豪（$500）、 劉志宏（$500）、 劉桂香（$500）、劉莉蓮（$200）、劉弼仁（$500） 、劉愷（$200）

蔡嘉恆（$500）、鄭佩馨（$100）、賴偉傑（$200）、 賴鵬智（$100）、 駱明永（$300） 、謝義平（$100）、顏旭明（$200）、顏培倫

（$500）、蘇崧棱 （$400）、 蘇惠珍（$500）、蘇登福（$100）、 羅壬廷（$500）、林琬瑜（$300）、馮小非（$1,000）、 何東波

（$100）、邢智田（$2,000）王昭雯（$2,000）、彭瑞祥（$200） 、賴孟銓（$600）、 管立豪（$200）、劉佳欣（$300）、廖志德



（$500）、李雅琪（$500） 、楊志彬（$500）、 馬力歐（$200）、胡青煖（$500）、孫如濱（$200）、施政旭（$100）、許真瑜

（$500）、陳淑梅（$100）、范景硯（$500）、 彭渰雯（$1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98 人，合計 47,570 元。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 

鄭鳳珠（$100）、陳淑梅（$100）、洪玉卿（$100）、Denise Yang（$100）、金珮 （$100）、劉姮君（$100）、劉麗茹（$100）、陳嘉鴻

（$100）、方忠秀（$100）、葉春良（$200）、 超音（$200）、邱郁文（$200）、黃立芳（$200）、郭俊智（$200）、陳麗淑（$400）、 

美濃八色鳥工作室（$500）、林志福（$500）、吳佩蓁（$500）、張毅庭（$500）、王順美（$1,000）、蕭代基（$2,000）、 蔡家豪

（$500）、郭威良 （$300）、李宛澍（$500）、郭正宜（$1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5 人，合計 8,700 元。 

※一般捐款 

日和教育基金會（$1,000）、 黃煌輝（$1,000）、吳翠慧（$520）、聯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158）、金車文教基金會捐款（$5,200） 

以上一般捐款，共 5 人，合計 16,878 元。 



※2008/11/02 新店炫媽咪募款園遊會 

劉立漢、劉元良、郭文鳳、楊紹強、鄭書仰、張世偉、劉啟陞、洪御晏、秦維聰、張書豪、顏子益、莊慧琪、張淑娟、陳明洲、林峻弘、秀涓、黃

惠甄、王靜瑩、高彬修、巫漢成、劉騰遠、王東揚、鮑立義、蔡奕詮、林秋敏、李瑞火、張育郎、張秀鈴、黃翊庭、蔡欣峰、雷碧琦、陳文龍、蔡

楚茵、楊雅淇、曾婕旻、林昕穎、黃俊源、劉哲彰、蔡葳 

以上新店炫媽咪募款園遊會，共 40 人，合計 90,000 元。 

※ 2008/11/22 綠愛婚趴募款婚禮 

扶風文化（$5,000） 、黃美秀（$1,000） 、待查（$2,000） 、施文真（$2,000） 、詹榮桂老師（$3,600）、 李光中（$1,000） 、於幼華

（$3,000） 、吳佳其（$2,000） 、范巽綠（$2,000） 、木雅（$15,600）、林三琪（$1,600） 、待查（$2,600） 、王永昇（$2,600） 、吳

貞儀（$1,600） 、王家玲（$2,000） 、中華電信營運處（劉烈華）（$2,000）、 張正慈（$3,000） 、待查（$2,000） 、待查（$1,200） 、

耿璐（$1,000） 、江安中（$1,000） 、吳鈴筑（$2,000） 、梁貴梅（$2,000 ）、白子易（$2,000） 、趙延正（$1,200） 、待查

（$1,200） 、待查（$3,800） 、蘇夢淮（$5,000） 、呂秉怡（$1,980） 、游雪美（$3,180） 、黃郁芬（$1,980 ）、阮國棟（$1,180） 、

綠色和平（$2,000） 、孫秀如（$2,000） 、趙延正（$1,200） 待查（$1,200）、 待查（$3,800） 陳順孝（$2,000） 、蘇淑娟（$1,000）、 

簡淑慧（$2,000）、 建豪會計事務所（$3,600）、 張盈盈（$13,600）、林聖從（$6,600） 、陳素晴（$1,500 ）、邱銘源（$2,000 ）、郭嘉



真（$3,200） 、張錫塒（$2,000 ）、葉欣宜（$2,000）吳松霖（$1,600） 、阮右檸（$2,000 ）、方俊耀（$2,600） 、郭明莉（$2,000 ）、

陳慈美（$2,000 ）、董景生（$6,600） 、姚雨靜（$5,000） 、黃瀚瑩（$3,000 ）、張尤娟（$1,200 ）、林翰佐（$2,000 ）、簡秀如

（$3,000） 、開拓文教基金會（$2,000）、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3,000）、 林志福（$1,000） 、陳湘繁（$2,000） 、陳章波╱謝蕙蓮

（$20,000）、方慶榮（$12,000） 、陳正虔（$2,200） 、陳俊宏（$2,000） 、廖志德（$2,000） 、蔡天舜（$2,000） 、盧幸怡

（$2,000） 、黃于玻（$6,000）、倪宏坤（$2,600） 、陳曼麗（$3,000）、楊憲宏（$6,000）、黃雍熙╱廖惠慶╱黃斐悅（$6,000）、 陳麗淑

（$2,000） 、江進富（$3,600） 、李光真（$3,600） 、李珊（$1,200）、郭瓊瑩（$3,000）沈嘉玲（$1,000）、蕭代基（$6,000）、劉貞

（$2,000）、 韓德生（$3,200） 、王惟芬（$2,000） 、徐渙之（$3,600） 、聯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0）、 黃嘉鳳（$2,000）、管立

豪（$2,000） 、王志翔╱楊儀琴（$2,000）、 嚴守柔（$1,200） 、陳振中（$1,000） 、張雯雯（$1,200） 、龎新蘭（$2,000） 、周燕

（$600） 、陳明發（$3,600）、 劉香君（$2,000） 、簡郁峯（$1,600 ）、吳素鳳（$2,000） 、同志伴侶協會（$2,000）、邵廣昭

（$2,000） 、張宏林（$2,000） 、謝志誠（$5,000） 、黃信瑜（$2,000）、 林質心（$1,000）、 黃雅珠（$1,200） 、飛黃網路資訊顧問服

務有限公司（$3,600）、 劉小如（$3,200）、 劉祥孚（$2,000 ）許嘉恩（$2,600）、 柯玉芳（$1,200 ）、陳俊霖（$1,600） 、孫嘉豪

（$2,000） 、李進興（$3,600 ）、謝昇峰（$2,000 ）、駱書玉（$3,200 ）、王德昌（$6,000 ）、欣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0） 、周

乾廷（$1,000） 、賴春福（$2,600） 、蘇惠珍（$2,000）、 葉品妤（$3,000）、 駱明永（$3,600）、 廖鎮洲（$2,000）、 許伯鑫



（$1,000） 、林文淇（$1,600） 、彭淑蔆（$1,200） 、謝璧如.蕭國祥（$2,000 ）、許心欣（$3,000）、施協志（$600）、劉弼仁

（$2,000 ）、王榕田（$500） 、黃光瀛（$3,600）、賴佩茹（$2,000） 、丘如華（$2,000）、鄭運鵬（$2,000） 、黃大苑（$300 ）、陳香

蘭（$1,000）、 李欣哲（$2,000）、 魏美莉╱黃泰華（$2,000）、張育章（$1,600）、曾美麗（$3,000）、陳千智（$1,000） 、郭慧禪

（$2,000）、 中華民國專業者 - 都市改革組織（$2,000）、 陳君豪（$2,000 ）、天利環保科技公司（$1,200）、賴國欽（$1,600 ）、范欽

慧（$2,000）、盧道杰（$2,000 ）、黃小民（$3,000 ）、吳明全（$1,200）、李河清（$6,000） 、張岱屏（$3,000） 、于立平

（$2,000） 、潘翰疆（$2,000） 、黃慶裕（$3,000） 、邱育慈（$2,000）、黃修文（$500） 、賴麒泰（$3,000）、蔡怡珣（$500） 、曾彥

蓉（$2,000）、夏小姐（$3,600） 、曾伊茵（$2,000）、黃世仁（$2,000） 、王元才（$12,000）、邱文彥 副署長（$3,000）、 賴正庸

（$1,200）、 張琦凰（$2,000） 、高偉欽（$1,600）、高成炎╱陳麗貞（$2,000）、 洪裕程（$1,600）、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1,600） 、陳宜靜、林明志（$3,200） 、高英勛、謝沐璇（$6,000） 、黃靜微、黃光渠 （$6,000） 陳建志（$2,000） 

以上綠愛婚趴募款婚禮，共 176 人，合計 494,490 元。 

※2008/11/22 綠愛婚趴募款婚禮-義賣 

張瓊齡（物品一箱）、許心欣、周肇萱（化粧品一批）、文山社大縫糿班（拼布）、野桐工坊林為道（手編織）、炫媽呼嬰兒╱幼兒學校（二手物

品）、謝蕙蓮（手天品蛋糕）、董景生（紅酒一箱）、生態綠商業有限公司（咖啡一桶）、自然步道協會（紅豆湯一鍋）、馮小非（柳丁）、謝璧



如（手工餅乾） 

以上綠愛婚趴募款婚禮-義賣，共 12 人，合計 4,670 元。 

※團體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者 

榮達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中華民國綠色陣線協會、野放生態實業有限公司、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

然步道協會、中華鯨豚協會、愛魚生態工程有限公司、手天品社區食坊、鴻光太陽能企業社、上下游文化工場有限公司、台灣環保聯盟花蓮分會、

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台北市國際青年商會、謝慶能、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台灣二十一世紀

議程協會、社團法人中華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台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灣生態登山教

育協會、圖王數位影像有限公司、大然法律事務所、東森國際餐飲公司 (林東興)、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元正實業有限公司、水產出版、六足

企業社、生態綠商業有限公司、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大地旅人環境工作室、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協會、中華民華社區營造學會、社

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台灣纖維酒精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台北市家長協會、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中華民國我為人人實踐推廣協會、中華民國生態關懷者協會、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財團法人東海岸文教

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 

以上共 47 個團體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 



※個人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者 

魏美莉、倪鳳輝、陳敬中、王昭雯、孫秀如、溫于璇、林勇儀、牟維莊、曾佳琦、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李瑞祥、陳志仁、王翼凡、賴玉萍、李

子君、陳瑞賓、曾新安、余永寬、鄭羽庭、許心欣、賴宏元、曾如伶、王志翔、朱惟君、范裕煉、駱明永、邱渝鈞、周育如、孫嘉豪、黃琇英、游

媚如、廖惠慶 

以上共 32 位個人加入節費電話公益回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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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onate@e-info.org.tw
http://e-info.smoc.tw/do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