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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份徵信       整理／財務部

◎定期定額捐款

／紀靜宜 傅立衡 黃美維 ／王志良 林純如

林淑禎 張 欣 陳宣汶 陳宣瑋 陳燕慧 曾國卿 楊培

岳 葉文晶 葉婉筑 劉建隆 蘇美足 ／葉淑婷

／王如琦 王紀統 王瓊儀 何昀 吳以玟 吳志宏 林

映 林宗賢 林 伶 林美君 林慧貞 邱武科 孫魁憲

馬海微 張語瑄 娟 陳姵 陳春蘭 陳寀蓁 陳慧

麗 游晨 黃秉森 楊玉枝 葉秋芬 劉振玉 劉蕙

駱水玉 藍淑青 羅英玲 嚴虎 饒明沁 ／王淑觀

王鼎權 周亞曼 周蓓蕾 林雅珍 徐雯雯 徐翠苓 徐曉

瑩 張世鍠 張菁砡 郭憶梅 陳貴珍 怡文 黃香萍

楊金憲 楊美慧 楊富傑 董鍾棣 廖 玉 劉如嫚 劉

利 賴芳玉 謝幼 魏本洲 魏伶珍 蘇西岳 ／李界和

林翠瓶 洪妙玲 楊金峰 ／郭冬蘭 游顯瑚 ／

方國運 王存欵 王瓊梅 史書香 吳惠容 李育欣 李建

輝 李嘉烈 李 銘 易伯良 林郡雯 林清 張維元

郭耀宗 陳季敏 陳俊霖 陳虹妏 曾藍瑩 游 錦 黃芝

葦 詹仁禮 劉曉強 蔡洪瑩 鄭弘 賴素貞 遲玉堃

／甘克迪 林金 洪琪真 蔡玉玲 鄭竹梅

／何正卿 賈堅 ／高啟明

◎指定定額捐款 國際荒野 ／徐雯雯

／鍾文欽 ／吳美蓮 ／何正卿 ／陳季敏

◎指定定額捐款 棲地保育

／陳碧香 游淑裕 ／ 曉雯 王美嘉 吳岱祐

吳進 呂雪珍 林中豪 徐士強 徐婉青 涂玉玫 張桂

華 許怡柔 郭定軒 郭 君 陳玉芳 陳怡靜 陳美娟

黃琇娟 劉 娥 應小梅 謝心怡 蘇瓊華 ／朱孟君

鐘淑靜 ／朱幼玲 吳姿滿 李欣瑜 李桂芳 周淑萍

周琇晶 周鼎文 林定緯 林昱廷 范金鳳 張哲豪 蔡文

娟 鄧美慧 謝淑珠 謝麒豐 魏伶珍 ／李家誠 涂

正元 陳沁梅 蕭惠 ／陳春宏 黃瓊諄 ／

執中 吳文綺 吳冠賢 吳惠芬 周華麗 林金宏 胡 宜

夏玉珍 郭淑芬 陳素 陳慧書 葉國梁 劉錦靜 顏彰

魏彩玲 ／施秋蘭 陳 友 蒲麗霞 ／鄭

金快 ／張秋子 ／陳澄 ／ 鋆欗

◎指定定額捐款 自然谷環境信託 ／蔡宜

廷

◎單筆捐款 依筆劃排序

／佳鶴園藝 薛淑瑞 ／古美玲 ／施君 黃

嘉隆 楊美峰 ／ 國榮 無名氏 總會 ／侯廖

雪里 胡立德 吉成 ／陳琳國 ／賴 妏 賴

德云 ／ 怡仁 王致婷 王凱 伍靜怡 朱美燕

明鴻 美 鎮國 吳 格 吳愛菱 吳碧雯 李玉

璇 李漢章 杜冠儒 沈慧娥 林怡吾 林巽琪 林華玫

春元 柯碧玉 孫培中 徐偉翔 栗筱茹 翁偉欽 高琇

桂 崔麗君 張玲英 張庭瑋 張雪蕙 張博鈞 許弘鵬

許雅玲 郭映君 陳代如 陳佳慈 陳昱如 陳虹亦 陳瑩

瑩 傅梅珍 彭芳婷 曾顏 游琇雅 黃怡芬 黃羿萍

楊光華 楊金憲 葉麗 褚馥瑜 劉慶和 蔡依舫 鄭

雅勻 盧采嫻 謝法 蘇家敏 ／侯廖雪里 ／

吳淑華 葉 屏 ／游清雯 ／張辰 ／中

菱建材 限公司 元順塑膠興業 限公司 林玉芳 林智

謀 徐瓊紗 張志維 張雅 許 華 陳 義 陳春

陳素真 陳淑琦 曾乙弘 黃議陣 楊如燕 熊競義 劉仁

平 劉 觀 劉慧玫 歐淑惠 蔡丞豐 蔡旭豐 誼虹科技

股份 限公司 謝順治 藍淑芬 羅逸玲 蘇崇雅 蘇淑娟

／ 中市 立聖雅各語文短期補習班 ／黃其

君 楊文俊 ／謝水 ／方陳姵如 王靜慧

彩珠 李佳玲 林 君 徐小川 梁俊文 許詩怡 劉柏

潘孟威 蔣紫微 鄭巧 盧幸子 ／王財貴 徐

素芬 徐素芬 高明哲 ／ 費宗清 ／鄧 卿

／魏吉漳 ／洪琪真 楊婉治 蘇柄 蔡

丞豐 蔡旭豐 ／梁丹瑜 ／徐振輔 黃 欣

◎指定單筆捐款 319校

／陳思穎 彭瓊珍 曾若山 ／胡美雲 ／張美惠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國小 ／謝國明 ／中坑

國小 淑惠 武榮國小 ／ 中市 勢 中科國小

吳麗華 ／黃志源 ／徐泊源 ／黃素美

／陳儷予 ／黃素美 ／ 投縣埔里鎮太平國小

／第九期 廣講師 ／苗栗縣後龍鎮富田國小

／ 中第 五期解說員

◎指定單筆捐款 棲地保護

／蔡幸 ／何 輪 范俊 陳昱 陳素真

劉慧玫 ／ 玉雯 ／徐 姬 ／苗栗縣

龍 國小 ／林伶 謝富美 ／魏吉漳

／許建發 ／蔡美智 ／洪裕淵 ／

phcket 慈濟 ／表演工作坊 賴聲川 乃筑

／丹堤咖啡食品股份 限公司 自然美生物科技股份 限公

司 富邦金融 股股份 限公司 興采 業股份 限公司

舊振 限公司 ／歐萊德國際股份 限公司

◎指定單筆捐款 國際荒野

／李憲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