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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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42 人，合計 85,600 元。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8 人，合計 21,700 元。 

☆一般捐款，共 16 人，合計 163,827  元。 

☆指定捐款，共 3 人，合計  13,000 元。 

☆專案捐款： 

@2011 台東成功環境園區計畫（含：台東土地上的幸福信託-捐 1500 贈套裝民族植物好書等子計畫方案），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00703011 號，共 32 人，合計 31,400   元。 

☆物資捐贈：郭盈男 捐贈腳踏車 1 輛(折價$2,000 元) 

mailto:service@e-info.org.tw


☆物資捐贈：簡漢洲 捐贈 EPSON Stylus Color 300 印表機 一台 

☆物資捐贈：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 Sony 隨身高畫質數位攝影照相機 Bloggie [MHS-PM5K] 六台 

以上 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374,0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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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仟 $500 王昭雯 $1,000 白子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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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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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王志 $500 木雅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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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張震宇 $200 張勝雄 $200 

莊淑雯 $1,000 許心欣 $500 許嘉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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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倫 $2,000 彭瑞祥 $200 

彭川 $200 曾彥蓉 $200 游心宜 $500 



馮小非 $1,000 黃秋鶯 $500 黃小姐 $500 

hzt217 $500 黃智嘉 $1,500 黃禹銘 $1,000 

黃光渠 $1,000 楊儀琴 $100 楊懿如 $500 

楊曼妙 $200 chienwang $100 葉孟芬 $500 

葉欣宜 $200 葉素舫 $200 CJJ $1,000 

廖志德 $800 劉弼仁 $1,000 劉佳欣 $300 



蔡嘉恆 $1,000 匿名 $500 賴偉傑 $200 

賴鵬智 $2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蘇崧棱 $400 

蘇登福 $100 蘇惠珍 $1,000 賴彥任 $1,000 

張仕緯 $1,000 許哲彥 $2,000 Ocean gardew $300 

王東章 $1,000 周貞宜 $500 聶廷建 $500 



李育琴 $200 曾婷卉 $300 Neo $200 

林三加 $1,000 盧嬑慧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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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達 $100 

張哲禎 $500 洪玉蘭 $500 陳保順 $500 



楊光 $500 高子淵 $300 王鳳英 $1,000 

蕭淑方 $500 馬心沂 $200 吳庭輝 $200 

廖俊榮 $500 陳怡君 $500 石伊蓓 $500 

洪素年 $500 匿名 $500 Ann $100 

王虹喬 $2,000 陳哲雄 $500 魏美莉 $500 

李育欣 $1,500 阿飄 $900 吳致鴻 $200 



吳岱晏 $600 駱書玉 $1,000 沈賢璋 $200 

魏吉漳 $2,000 陳麗如 $1,000 董美里 $200 

廖卿如 $500 匿名 $1,000 鄭介松 $500 

白怡娟 $100 翁嘉璘 $200 劉洽民 $100 

楊琇晴 $1,000 蔡侑錠 $200 黃瑞琪 $1,000 

楊家豪 $1,000 黃世仁 $500 林明芬 $300 



何一先 $1,000 古凱芳 $500 詹秀金 $500 

陳郁玲 $100 楊育昌 $200 洪郁翔 $500 

黃雪芬 $2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42 人，合計 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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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500 葉春良 $200 鄭鳳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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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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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李淑娟 $500 

林朝成 $1,000 蔡咪咪 $500 羅敏儀 $500 

彭可媖 $3,000 鄭朝雄 $1,000 耿璐 $500 

陳右儒 $500 陳勻喆 $100 林秀茹 $1,000 

吳先琪 $200 謝心怡 $300 於幼華 $1,000 

周依芳 $500 陳姿吟 $500 吳孟哲 $200 



方國運 $2,000 張淑晴 $5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8 人，合計 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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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秀真 $2,000 余典桓 $2,000 無名氏 $100 

陳李書滕 $10,000 張正慈 $1,000 梁蔭民 $17,000 



特惠屋台北萬華

店店長 詹宜雲 

$200 

(財)台達電子文

教基金會 

$9,000 Nemo $200 

陳懿文 $1,000 郭志榮 $400 魏憶琳 $500 

麗康(股)公司(1

月) 

$50,000 麗康(股)公司 $50,000 

伊諾國際數位媒

體有限公司 

$427 

韋紹炘 $20,000         

以上一般捐款，共 16 人，合計 163,827  元。 

  



※指定捐款 

捐款人 指定項目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指定項目 捐款金額 

無名氏 反國光石化 $3,000 曾素月 白海豚 $5,000 

何東波 

環境教育教

材編製(教育) 

$5,000       

以上指定捐款，共 3 人，合計  13,000 元。 

  

※專案捐款 



@2011 台東成功環境園區計畫(內授中社字第 1000703011 號-台東土地上的幸福信託-捐 1500 贈套裝民族植物好書 等子計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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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菱有限公司 $1,000 

哇寶國際資訊

(股)公司 

$100 劉洽民 $100 

陳乃維 $100 楊豐吉 $100 邱薰儀 $300 

大益水果行 129 $100 范素華 $1,000 華立仁 $10,000 

橘利科技有限公

司 

$1,500 yenn $100 鄧亞葎 $100 



BIOZYME $100 許春菊 $1,500 盧有恆 $1,500 

吳善燁 $200 方進文 $300 林良基 $200 

莊文賢 $1,000 黃玉芬 $1,500 陳世源 $1,000 

曾國正 $1,500 陳翠玲 $100 林如雅 $1,500 

豐盈本草生技

(股)公司 

$100 大益水果行 129 $100 林李坪 $100 

葉柏良 $200 李怡志 $1,500 許鴻祥 $1,500 



李敏淑 $1,500 匿名 $1,500     

以上（2011 台東成功環境園區計畫）專案捐款，共 32 人，合計 31,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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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