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4 月捐款徵信 

※本會於 2015 年 1 月開始，捐款徵信公佈明細為上月入帳之捐款，線上、手機捐款依各平台的處理時程會延後入帳，若跨月份則列

入下個月捐款徵信。 

2015. 4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563 人，合計 340,251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141 人，合計 67,070 元。 

☆ 銀行(ACH)定期定額捐款，共 38 人，合計 40,400 元。 

☆ 線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54 人，合計 93,500 元。 

☆ 一般捐款(含單筆捐款、年繳)，共 67 人，合計 219,188 元。 

☆ 台灣大哥大(5180 語音即時捐)，2015/3 請款，共 5 人，合計 3200 元 

☆ 萊爾富超商-HiLife 捐款，共 15 人，合計 4,216 元 

☆ 專案捐款： 

@指定捐款-2015 守護杉原灣，共 5 人，合計 3,550 元。 

@指定捐款-2015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生態與文化保存計畫，共 2 人，合計 10,200 元。 

@指定捐款-2015 綠意交換活動計畫，共 34 人，合計 52,729 元。 

@2015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41360053 號(含日日好食節-守護你我家人健康、海洋的盡頭 還給



海洋美麗的面貌、「熊熊牽手，送動物回家」紙貓熊、紙黑熊公益認養勸募計劃捐款專案、資訊公開 守護您「知」的權利、愛地球

從心開始 捐千送 T 活動)，共 111 人，合計 423,400 元。 

以上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1,25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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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凱 $1,000 郭○君 $1,000 莊○潔 $500 

陳○峰 $500 林○進 $500 張○如 $200 

張○禹 $500 許○道 $1,000 廖○德 $1,000 



蕭○婷 $500 沈○宅 $200 呂○雯 $500 

鄭○哲 $1,000 高○美 $2,000 盧○霞 $500 

柯○毅 $200 李○香 $1,000 郭○橒 $200 

林○志 $1,000 徐○群 $1,000 許○理 $1,000 

楊○瑜 $200 楊○燦 $1,000 吳○慧 $300 

本本本本本本 $1,500 曾○麗 $500 張○琴 $1,000 

周○宜 $500 卓○鈺 $200 朱○鼎 $1,000 



王○仟 $500 洪○秀 $500 方○詠 $2,500 

王○雯 $2,000 黃○嫻 $500 王○竹 $500 

白○易 $500 鄭○凱 $200 林○穎 $300 

江○娟 $500 陳○豐 $200 黃○仁 $500 

吳○惇 $500 王○英 $500 林○君 $500 

宋○人 $100 許○儒 $200 沈○蘭 $1,000 

李○琪 $500 李○宜 $200 陳○麗 $500 



沈○玲 $200 盧○娟 $300 蔣○銘 $500 

余○芬 $500 程○中 $200 羅○軒 $1,000 

林○津 $5,000 李○芬 $2,000 陳○源 $200 

邱○婷 $300 陸○發 $200 沈○孚 $200 

姜賴○貞 $200 王○業 $200 王○山 $500 

胡○馨 $1,500 張○榮 $1,000 黃○儀 $500 

胡○煖 $500 陳○緣 $500 蔡○娟 $500 



孫○如 $500 游○村 $200 陳○銘 $1,000 

許○欣 $500 劉○如 $200 無名氏 $500 

許○瑜 $1,000 張○榮 $500 溫○玫 $500 

陳○賓 $500 鄭○花 $500 曾○薰 $100 

陳○玲 $100 劉○婷 $300 吳○鈴 $1,000 

陳○倫 $2,000 林○汶 $500 徐○駿 $200 

游○宜 $500 林○娥 $500 蔡○弘 $100 



黃○銘 $1,000 蘇○毅 $3,000 莊○雯 $1,000 

楊○如 $500 李○銘 $1,000 邱○慰 $1,000 

葉○宜 $200 王○觀 $500 薛○中 $200 

葉○舫 $200 楊○麗 $3,000 李○鴻 $300 

劉○仁 $1,000 陳○忠 $500 周○曼 $1,000 

蔡○恆 $1,000 林○澔 $500 李○蘭 $200 

賴○傑 $200 張○屏 $100 李○如 $200 



賴○智 $200 蔡○倫 $500 許○齡 $1,000 

藍○秋 $200 王○群 $500 羅○健 $1,000 

蘇○福 $100 吳○言 $500 陳○如 $300 

蘇○珍 $1,000 吳○如 $1,000 戴○良 $200 

賴○任 $1,000 蘇○藤 $500 王○婷 $200 

張○緯 $2,000 林○淮 $500 之之 $500 

Oceangarden $300 吳○呈 $1,000 林○如 $500 



李○琴 $200 江○宜 $200 李○玉 $1,000 

簡○帆 $200 丁○宏 $100 鄭○辰 $500 

林○加 $500 許○斌 $1,000 吳○晏 $500 

盧○慧 $500 王○芳 $500 張○宇 $200 

施○真 $500 熊○清 $500 王○年 $500 

李○芬 $1,000 鄭○宜 $200 李○蒂 $500 

李○達 $100 陳○瑩 $100 吳○婷 $200 



楊○ $500 丁○惠 $500 han wen $100 

蕭○方 $500 魏○雄 $500 蔡○英 $500 

吳○輝 $500 李○莉 $500 陳○蓁 $200 

陳○樺 $100 鄭○芩 $200 張○文 $500 

陳○雄 $500 林○憲 $1,000 湯○檸 $300 

周○蓉 $900 林○梅 $1,000 連○儀 $500 

吳○鴻 $200 蔡○毅 $1,000 王○達 $3,000 



駱○玉 $1,000 林○培 $1,000 紀○宜 $200 

沈○璋 $200 陳○金 $500 詹○禮 $1,000 

陳○如 $1,000 林○卿 $300 張○郁 $500 

白○娟 $100 石○修 $500 吳○旻 $1,500 

蔡○錠 $200 
曾○葉、吳

○慧 
$400 王○才 $700 

黃○芬 $300 
吳○進、吳

○成 
$400 吳○美 $200 



洪○瑛 $300 周○君 $500 王○昌 $2,000 

陳○成 $1,000 劉○辰 $1,000 楊○婷 $500 

張○菁 $200 張○菁 $300 詹○如 $500 

林○豪 $200 彭○甄 $500 謝○發 $300 

鍾○時 $300 葉○良 $1,000 鄭○儀 $200 

王○真 $1,000 林○潁 $500 徐○彥 $500 

曾○寧 $200 許○勳 $300 陳○友 $1,000 



洪○翔 $500 廖○強 $1,000 吳○宜 $500 

吳○融 $200 許○琪 $2,000 鄭○銘 $500 

許○棠 $1,000 徐○晨 $200 侯○靜 $100 

吳○純 $1,000 葉○林 $200 陳○蒔 $500 

楊○君 $200 邱○元 $200 李○杰 $600 

陳○美 $200 簡○賞 $200 郭○彬 $500 

陳○瑄 $500 詹○智 $500 廖○黼 $500 



陳○安 $200 黃○庭 $500 陳○香 $500 

張○獻 $500 鄭○修 $1,000 王○璠 $1,000 

林○蔭 $200 邱○皓 $200 周○柏 $1,000 

陳○琦 $500 陳○枝 $1,000 謝○帆 $500 

洪○生 $1,000 洪○薇 $200 鄧○章 $200 

徐○俠 $500 郭○見 $2,000 黃○芳 $1,500 

王○之 $100 陳○如 $250 吳○浩 $1,000 



曾○珮 $200 楊○瑩 $200 黃○郁 $300 

方○卉 $100 陳○文 $200 劉○妮 $300 

潘○遠 $1,000 陳○ $1,000 唐○義 $1,000 

黃○敏 $500 黃○娸 $200 袁○君 $500 

陳○慶 $100 溫○璇 $200 劉○儒 $200 

孫○鴻 $1,000 陳○峰 $300 陳○蓉 $1,000 

小豆莢 $200 鄭○珍 $3,000 李○展 $200 



吳○君 $1,200 鄭○珠 $200 李○光 $500 

王○瑛 $200 黃○瑾 $350 梁○皓 $500 

秦○晴 $500 曹○輝 $500 羅○英 $500 

陳○麗 $1,000 鄭○貞 $200 郭○禪 $100 

家燕 $500 張○明 $200 薛○池 $100 

倪○茹 $300 蘇○婷 $1,000 萬○萍 $500 

彭○雯 $300 陳○英 $500 張○萱 $300 



徐○恒 $1,000 臧○明 $1,000 蔡○玲 $500 

謝○豪 $1,000 陳○書 $1,000 黃○文 $500 

何○蓁 $600 陳○妃 $500 陳○孝 $500 

林○慶 $500 吳○如 $200 江○樹 $300 

謝○仁 $300 陳○鳳 $500 呂○瑕 $500 

黃○來 $2,000 陳○立 $1,000 向○萍 $300 

廖○全 $500 簡○賢 $300 余○中 $2,000 



張○麗 $100 簡○涵 $200 汪○廷 $200 

駱○永 $500 林○緯 $200 李○彬 $1,000 

戴○雯 $1,000 陳○豪 $500 胡○隆 $500 

郭○榮 $1,000 林○凱 $200 張○玫 $500 

張○宇 $200 蔡○敏 $300 黃○霓 $888 

吳○德 $500 林○珍 $500 鄭○靜 $300 

葉○如 $200 莊○發 $200 陳○娟 $300 



吳○芬 $300 吳○柔 $500 宋○琳 $300 

謝○凱 $800 黃○宏 $1,000 張○雁 $300 

管○豪 $500 羅○麗 $200 陳○ $1,000 

林○琼 $250 羅○渝 $200 林○楹 $300 

陳○州 $1,000 林○秀 $1,000 劉○欣 $100 

許○翊 $500 林○旻 $200 林○芬 $1,000 

何○君 $500 關○穆 $200 陳○峰 $300 



劉○潔 $1,000 江○修 $1,000 吳○賢 $1,000 

吳○德 $500 陳○君 $600 黃○萍 $300 

方○馨 $500 姜○怡 $1,000 施○興 $1,000 

黃蔡○瑩 $5,000 陳○慶 $1,000 謝○真 $300 

吳○一 $1,000 杜○嶽 $1,000 黃○誠 $300 

潘○琪 $300 陳○慈 $1,000 林○靜 $1,000 

李○怡 $200 王○炘 $200 謝○萍 $500 



簡○敏 $300 鄭○紘 $500 呂○展 $500 

劉○芬 $100 林○吟 $1,000 陳○希 $1,000 

花○梅 $500 林○萍 $1,000 劉○屏 $500 

岳○文 $300 楊○如 $500 曹○凌 $500 

潘○如 $500 許○怡 $200 謝○怡 $500 

吳○龍 $200 蔡○南 $500 吳○芳 $500 

邱○科 $300 郭○如 $500 陳○溪 $500 



李○祺 $5,000 朱○娟 $300 陳○晨 $500 

黃○惠 $200 林○裕 $200 莊○媚 $500 

陳○妃 $1,000 蔡○廷 $1,000 宋○桓 $2,000 

李○昇 $500 陳○純 $500 蔡○玲 $2,000 

葉○蘭 $2,000 方○薇 $1,000 謝○嬅 $200 

黃○慧 $200 黃○嘉 $2,000 阿仁 $1,000 

王○宗 $100 賴○如 $500 陳○琪 $1,000 



施○華 $100 吳○君 $1,000 黃○煇 $1,000 

溫○龍 $1,000 陳○德 $2,000 張○姝 $1,000 

李○恩 $500 徐○ $200 林○蘋 $300 

秦○榮 $2,000 楊○錕 $1,000 曾○庭 $200 

宋○城 $1,000 蔡○又 $200 江○霖 $500 

陳○中 $500 陳○季 $1,000 陳○成 $500 

連○嫺 $200 黃○玲 $300 康○紅 $1,000 



林○琪 $500 施○君 $1,000 李○英 $300 

許○玲 $100 林○君 $500 張 $500 

黃○逸 $500 韓○君 $200 方小姐 $500 

王○云 $200 李○嬌 $2,000 廖○璋 $1,000 

蔡○音 $200 陳○娥 $1,000 鄭○涵 $300 

江小姐 $200 郭○江 $300 周○源 $100 

粘○添 $500 陳○琳 $200 謝○鈴 $500 



蔡○萍 $500 蔡○瑩 $1,000 楊○美 $500 

黃○欽 $300 陳○貞 $200 陳○如 $1,013 

黃○菊 $600 吳○真 $200 廖○華 $300 

蔡○章 $500 Ms.Lau $200 馮○新 $1,000 

林○秋 $1,000 李○璇 $200 郭○琳 $500 

陳○珍 $500 葉○軒 $200 方小姐 $1,000 

李○萍 $500 黃○碧 $200 張○中 $1,000 



蔡○榕 $500 鄧○華 $200 石○宏 $500 

林○道 $200 蔡○穎 $200 張○儀 $100 

蔡○芬 $500 洪○璘 $200 吳○美 $500 

洪○瑜 $1,000 阿瑞 $300 魏○真 $300 

黃○琬 $500 蔡○順 $200 陳○風 $500 

陸○萍 $500 吳○晴 $500 李○夫 $300 

薛○釋 $200 阿越 $200 吳○昂 $300 



陳○嵐 $500 張○庭 $500 陳○卿 $500 

陳○蓮 $500 顏○緯 $500 周○艾 $500 

陳○竹 $200 許○真 $1,500 劉○真 $500 

賴○彥 $500 
鍾○桂、李

○娥 
$1,000 陳○龍 $500 

唐○瑛 $500 陳○宏 $100 王○尹 $300 

黃○璇 $500 詹○金 $500 高○芬 $500 



李○滿 $500 林○真 $200 鄭○禎 $1,000 

吳○菊 $200 鄭○鵬 $500 李○蘭 $500 

林○琴 $500 賴○德 $1,000 劉○君 $1,000 

王○茹 $100 范○屏 $200 何○欣 $1,000 

蔡○展 $200 陳○彬 $1,000 林○蘭 $1,000 

蘇○璇 $2,000 詹○雲 $200 林○潔 $300 

王○梅 $500 林○鈺 $1,000 蕭○云 $500 



黃○樺 $200 蘇○敏 $200 劉○政 $100 

王○媚 $1,000 侯○文 $300 童○琦 $100 

莊○鏗 $1,000 黃○弼 $300 馬○圓 $300 

吳○宏 $300 尹○蓮 $200 林○潔 $300 

陳○穎 $300 真真 $5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563 人，合計 34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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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環 $200 施○瑄 $200 

葉○良 $320 蔡○錦 $300 吳○文 $200 

鄭○珠 $100 陳○任 $600 許○哲 $500 

洪○卿 $100 黃○貞 $300 容○華 $1,000 

王○美 $1,000 張○見 $500 梁○立 $200 



陳○淑 $1,000 張○庭 $500 劉○樺 $200 

楊○如 $100 蔡○紋 $200 傅○為 $1,000 

蕭○基 $2,000 洪○君 $1,500 陳○萱 $200 

邱○文 $200 林○佐 $100 黃○雯 $300 

虹○ $1,000 蔡○芳 $500 呂○怡 $500 

吳○蓁 $500 曾○祥 $200 李○中 $500 

李○澍 $500 許○姬 $2,000 楊○春 $500 



陳○鴻 $100 吳○純 $200 龔○榮 $200 

方○秀 $100 吳○書 $200 歐○純 $200 

陸○山 $1,000 許○云 $200 黃○渠 $1,000 

李○娟 $500 齊○琪 $1,000 張○雅 $200 

林○成 $1,000 戴○熠 $400 王○錦 $500 

蔡○霖 $500 洪○惠 $1,000 賴○榛 $100 

羅○儀 $500 詹○道 $500 小野草 $100 



彭○媖 $500 狄○萍 $500 洪○逸 $200 

鄭○雄 $1,000 陳○ $200 李○佳 $100 

耿○ $1,000 蔡○道 $500 張○賓 $200 

陳○儒 $500 周○玄 $200 劉○榤 $200 

林○茹 $1,000 曹○蓮 $500 邱○合 $300 

吳○琪 $200 林○純 $1,000 

蔡○辰 

蔡○棻 

$500 



周○芳 $500 傅○豪 $500 孟○芳 $500 

陳○吟 $500 梁○玲 $500 賴○宏 $100 

吳○哲 $200 王○慧 $200 王○怡 $500 

方○運 $2,000 林○柔 $200 廖○志 $300 

張○晴 $500 劉○瑄 $200 汪○利 $100 

林○凱 $100 陳○美 $500 鍾○宗 $100 

阿淵 $1,000 高○德 $200 馬○彬 $500 



陳○輝 $1,000 蔡○寧 $200 林○曄 $200 

陳○秀 $500 游○瑚 $500 林○成 $300 

呂○怡 $200 李○筠 $300 陳○華 $500 

陳○耆 $1,000 沈○瑞 $300 洪○鋒 $500 

belleyyc $200 林○德 $1,000 陳○玲 $500 

方○儀 $500 姚○宜 $500 俞○亞 $500 

王○平 $500 林○星 $1,000 馮○慧 $200 



孟○瑜 $1,000 黃○翠 $200 溫○富 $500 

陳○玲 $200 王○琳 $100 楊○珊 $500 

不公布 $500 程○發 $500 葉○磬 $200 

洪○貴 $1,000 吳○澤 $500 莊○筑 $300 

朱○政 $200 凌○健 $250 溫○媛 $500 

風木 $500 朱○武 $500 葉○斌 $500 

游○宏 $200 蔡○紋 $500 侯○衫 $300 



謝○縈 $500 陳○娟 $100 陳○燕 $300 

  

※銀行(ACH)定期定額捐款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141 人，合計 67,6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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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修 $100 張○瑟 $1,000 簡○峰 $200 

蕭○堅 $500 靳○菱 $1,000 陳○燕 $300 

羅○玲 $500 林○綺 $1,000 杜○玟 $500 



謝○花 $200 吳○娥 $200 潘○政 $200 

林○行 $500 孫○彥 $1,000 林○芳 $500 

黃○中 $500 黃○伯 $1,000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00 

王○珍 $500 林○音 $500 黃○慈 $200 

劉○彬 $1,000 林○福 $1,000 姚○蘋 $500 

徐○霞 $500 郭○純 $500 方○枝 $500 



林○葆 $500 蔡○觀 $1,000 李○欣 $7,500 

邱○蘭 $100 陳○忠 $500 翁○綾 $10,000 

陳○玉 $1,000 吳○純 $200 郭○志 $2,000 

林○任 $200 陳○亮 $1,000     

以上銀行(ACH)定期定額捐款，共 38 人，合計 40,400 元。 

  

※ 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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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雄 $300 謝○惠 $300 楊○昌 $500 

胡○淑 $500 不公開 $500 呂○達 $500 

姚○滿 $300 黃○文 $1,000 謝○瑞 $500 

黃○玲 $500 林○鳳 $300 程○蓮 $500 

郭○廉 $500 蘇○妏 $400 蔡○芬 $500 

顧○惠 $300 巫○霏 $1,000 張○妮 $500 



楊○慧 $200 林○聖 $2,000 陳○輝 $5,000 

王○茹 $500 黃○頤 $300 張○慈 $300 

廖○文 $3,000 馬○沂 $300 賴○勤 $300 

吳○源 $300 陳○娟 $500 劉○賓 $300 

王○婷 $300 張○雲 $300 倪○孜 $300 

王○雪 $1,200 Joyce Lin $500 范○硯 $500 

黃○欣 $300 李○洲 $1,000 侯○耀 $500 



謝○貞 $1,000 彭○祥 $300 黃○英 $300 

黃○惠 $200 張○玲 $700 劉○得 $300 

莊○憲 $1,000 蔡○玲 $500 林○瑢 $300 

吳○卿 $1,000 廖○惠 $500 賴○鈴 $300 

孫○秋 $300 王○儀 $500 黃○珠 $300 

魏○莉 $500 江○玲 $1,000 許○英 $300 



何○琪 $300 

新興環境工

程技師事務

所 

$500 陳○裕 $500 

葉○玟 $300 李○良 $500 呂○政 $1,000 

王○莉 $300 曾○正 $300 郭○緣 $500 

陳○劼 $500 黃○鈺 $500 余○達 $500 

林○珠 $300 黃○祥 $500 杜○凌 $1,000 

鄭○舜 $1,000 謝○晴 $1,000 季小璉 $300 



孫○敏 $1,000 季○珠 $300 鄭○澤 $200 

游○利 $500 吳○玲 $100 陳○婕 $300 

蔡○圻 $500 陳○娟 $500 柯○青 $300 

蔡○宜 $300 林○瑾 $500 賴○樺 $300 

莊○媖 $500 黃○敏 $300 李○鳳 $300 

沈○姍 $1,000 韓○ $500 蔡○庭 $300 



本本本本本

本 
$1,500 黃○慧 $500 林○雄 $300 

蔡○修 $300 林○弘 $5,000 胡○淑 $500 

沈○菁 $1,000 廖○萱 $500 姚○滿 $300 

張○ $300 林○儀 $1,000 黃○玲 $500 

魏○儀 $1,000 王○ $500 郭○廉 $500 

胡○敏 $1,000 周○珊 $1,000 顧○惠 $300 



留○玉 $1,000 唐○淳 $500 楊○慧 $200 

黃○翬 $300 周○傑 $500 王○茹 $500 

黃○雯 $300 汪○和 $1,000 廖○文 $3,000 

汪○均 $100 曾○隆 $500 吳○源 $300 

許○慧 $500 黃○文 $300 黃○欣 $300 

董○潔 $300 cold0113 $300 蕭○榆 $300 

劉○鵬 $500 徐○珍 $500 謝○貞 $1,000 



郭○真 $300 林○慧 $1,000 黃○惠 $200 

KarenHuang $500 紀○倍 $500 莊○憲 $1,000 

韓○煌 $500 郝○剛 $1,000 吳○卿 $1,000 

吳○鴻 $400 莊○凱 $300 孫○秋 $300 

林○淇 $500 劉○銘 $1,000 魏○莉 $500 

林○穎 $100 金小墉 $300 何○琪 $300 

黃○喬 $500 薛○懿 $1,000     



林○瑄 $300 周○玲 $200     

以上線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54 人，合計 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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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100 黃○莉 $1,000 劉○意 $500 

南澳自然田 $1,000 
小事生活有限

公司 
$3,350 趙○翎 $500 



多益得生物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35 高○鈴 $1,000 詹○聖 $500 

郭○ $3,200 江○緯 $400 龔○萍 $1,000 

徐○玲 $3,200 李○雲 $1,000 藍○玲 $800 

古○廷 $500 

財團法人伊日

美學生活基金

會 

$84,000 李○ $700 

都訊聯合電

訊有限公司 
$953 

益母田有限公

司 
$2,800 林○萱 $500 



曾○安 $100 黃○發 $10,000 
美商道富銀

行台北分行 
$25,000 

誼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00 柴窯小館 $5,000 張○娟 $100 

周○榮 $200 林曾○彥 $1,000 柯○薰 $500 

楊○蓁 $3,000 莊○祥 $1,000 林○安 $100 

張○偉 $1,000 莊○雄 $1,000 陳○祥 $100 

洪○慧 $500 黃○盈 $2,000 林○慧 $100 



陳○菁 $500 謝○悅 $1,000 吳○蓉 $100 

陳○羽 $1,000 
中菱建材有限

公司 
$1,000 武○謙 200 

王○盈 $500 吳○旻 $500 無名氏 100 

黃○遠 $500 姜○娟 $400 盧○全 $1,000 

王○慧 $500 

美商哥倫美雅

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9,500 林○朱 $7,900 

林○芳 $500 王○婷 $400 蓋不住的真

相-4/25 海

$260 



洋的真相講

座捐款 

陳○娟 $500 張○乾 $1,600 劉○維 $19,200 

王○錦 $500 

台北地球日- 

信託中心擺攤

捐款 

$10,790 陳○雲 $200 

王○玲 $100 陳○成 $500 江○霖 $500 

陳○寧 $500         

以上一般捐款(含單筆捐款、年繳)，共 67 人，合計 219,188 元。 

  



※台灣大哥大(5180 語音即時捐) 

捐款人(單位)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 

林○庭 2015/1/15 $100 霍○偉 2014/12/20 $500 

廖○能 2015/1/7 $500 呂○彥 2014/12/20 $2,000 

陳先生 2014/12/24 $100       

以上台灣大哥大(5180 語音即時捐)，2015/3 請款，共 5 人，合計 3200 元。 

  

※萊爾富超商-HiLife 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日期 捐款金額 

林○庭 2015/1/15 $100 霍○偉 2014/12/20 $500 

廖○能 2015/1/7 $500 呂○彥 2014/12/20 $2,000 

陳先生 2014/12/24 $100       

以上萊爾富超商-HiLife 捐款，2015 年 4 月份入帳，共 15 人，合計 4,216 元 

  

@指定捐款-2015 守護杉原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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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彰 $1,000 萬○秋 $500 周○伃 $500 

林○輝 $800 
比西里岸青年

會 
$750     

以上指定捐款-2015 守護杉原灣計畫，共 5 人，合計 3,550 元。 

  

@指定捐款-2015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生態與文化保存計畫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周○如 $3,200 李○珍 $7,000 

以上指定捐款-2015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生態與文化保存計畫，共 2 人，合計 10,200 元。 

  

@指定捐款-2015 綠意交換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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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姍 $500 陳○蕙 $700 廖○珊 $1,000 

王○玟 $700 陳○蕙 $300 
Yuting 

Hwang 
$650 



曹○盈 $700 郭○妤 $2,000 陳○水 $500 

楊○玉 $1,000 洪○傑 $700 黃○婷 $300 

彭○榆 $2,650 王○婷 $300 吳○綺 $200 

黃○儀 $500 劉○欣 $500 Celine Chou $11,000 

李○君 $700 莊○芬 $1,600 
MOJIL 有機

棉 
$5,000 

楊○瑜 $700 陳○妤 $800 黃○勳 $300 



王○麟 $600 林○珍 $300 

台北地球日

綠意交換捐

款 

$10,529 

陳○溪 $1,000 楊○強 $550 陳○竹 $500 

楊○菁、楊

○恭 
$4,050 翁○凱 $700     

黃○婷 $500 許○盈 $700     

以上指定捐款-2015 綠意交換活動計畫，共 34 人，合計 52,729 元。 

  



@指定捐款-2015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41360053 號(含日日好食節-守護你我家人健康、海洋的

盡頭 還給海洋美麗的面貌、「熊熊牽手，送動物回家」紙貓熊、紙黑熊公益認養勸募計劃捐款專案、資訊公開 守護您「知」的權

利、愛地球從心開始 捐千送 T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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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寧 $1,000 王○茹 $3,000 邱○鐘 $1,000 

余○年 $2,000 Lina $6,000 林○潔 $1,000 

李○儒 $1,000 董○正 $1,000 郭○芝 $1,000 

李○儒 $1,000 李○君 $2,000 郭○梅 $1,000 



蘇○蘭 $2,000 游○茵 $1,000 吳○欽 $1,000 

朱○亭 $1,000 黃○婷 $1,000 蔣○文 $1,000 

許○琪 $1,000 蔡○霖 $1,000 黃○塤 $2,000 

林○昇 $1,000 高○庭 $1,000 王○傑 $1,000 

吳○瑜 $1,000 馬○婷 $4,000 張○俊 $1,000 

朱○娟 $2,000 陳○吟 $2,000 黃○嶺 $1,000 

黃○信 $1,000 許○瑜 $2,000 李○縈 $1,000 



李○樵 $1,000 蔡○勳 $200 陳○淑 $1,000 

陳○陽 $1,500 許○惠 $100 黃○德 $1,000 

徐○哲 $5,000 柯○文 $1,000 尹○帆 $1,000 

黃○霖 $1,000 陳○宗 $100 
三明治工有

限公司 
$1,000 

謝○珊 $1,000 王○敏 $700 李○吟 $1,000 

王○雰 $1,000 王○敏 $1,000 王○春 $1,000 



吳○聿 $10,000 陳○宗 $100 許○秀 $1,000 

吳○玲 $1,000 江○瑩 $300 林○秋 $1,000 

鄭○生 $1,000 林○娟 $100 曾○震 $2,000 

邱○琪 $1,000 劉○泰 $1,200 張○華 $100 

陳○琦 $2,000 林○萍 $500 溫○翊 $1,000 

陳○美 $2,000 吳○瀠 $1,000 鐘○陽 $3,000 

林○志 $1,000 湯○翔 $1,000 蔡○婷 $1,000 



游○淵 $1,000 張○貞 $1,000 林○ $2,000 

黃○毅 $1,000 林○芳 $1,000 馬○潔 $1,000 

徐○央 $1,000 黃○宗 $1,000 周○儀 $1,000 

羅○仁 $1,000 許○吉 $1,000 張○慶 $2,000 

魏○庭 $2,000 王○美 $1,000 黃○祐 $1,000 

洪○佑 $1,000 
金華國中八年

22 班 
$2,000 江○馨 $2,000 



涂○娟 $1,000 湯○玲 $1,000 
富勝紡織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涂○娟 $1,000 賴○萍 $1,000 黃○涵 $1,000 

李○芸 $1,000 蔣○婷 $1,000 

財團法人嘉

義市私立福

添福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270,000 

王○根 $2,000 許○龍 $1,000 鄧○文 $500 

何○峰 $2000 黃○注 $1,000 張○豐 $1,000 



李○琳 $1,000 吳○憙 $2,000 陳○妏 $5,000 

李○欣 $1,000 李○欣 $1,000 游○良 $2,000 

以上指定捐款-2015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共 111 人，合計 4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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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e-info.org.tw
http://e-info.smoc.tw/do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