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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年 月份徵信
整理 財務部

定期定額捐 

 
指定定額捐款(棲地保護) 

 
指定定額捐款(海洋特展) 

 
指定定額捐款(國際荒野) 

 

捐贈物品 

     單筆捐款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4,979 南分會 

6,000 高明哲 

5,000 蘇柄南 

4,539 文玉山、張至賢、周政賢、黃志安等 

3,600 黃智勇 

3,200 賴榮孝、楊宗瑋 

3,100 陳鵬安 

3,000 個好人 助會、夏曉  

2,600 林 慶 

2,000 賴金輪、 士豪、楊婉治、魏 蘭、徐瑞仙、 

林義隆 

1,600 林義隆、 西 區扶輪社 

1,300 魏懷親、羅美玲 

1,120 沈介文 

1,088 海洋展捐  

1,000 勤麗瑾、蔣紫微、洪正昌、劉仁 、劉炳馨、 

鄧雲 、周美華、楊淑津、張美惠、呂玫芳、 

謝文漢、林淑玲、陳 慧、 彩燕、 

中菱建 限公司、誼虹科  

600 足佰金香鋪、張玉龍 

500 林子玉、黃麗萍、黃美慧、游宗曉、莊宗祺、 

邱吉 、王 玲、 欣佩、王秀蓮、 穎儒、 

楊玉英、 雯怡、高振 、郭清華、胡 玲、 

黃明源 

480 王小鳳 

430 陳儷予 

400 賴樂 、杜勝儀 

300 莊吉成呂美滿 家人、胡立德、光姊妹星  

246 士偉 

200 張育章、王鋕煌、 麗姿、陳正忠、余雪雲 

150 林玉芳、何信坤、陳之華 

120 林碩寧 

100 佳鶴 藝、宋 鴻、 懷恩、洪勝利、張軒誠 

 
 指定單筆捐款(319 校)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4,475 荒野 中 16 慶 

2,021 南投縣名間鄉名崗國小 

1,605 2013 國際 灘日 

1,226 中市大甲區 明國小 

1,000 源興 限公司 

400 荒野 分會籌備處 

320 南投縣鹿谷鄉和 國小 

250 劉怡珍 

200 何銘倫、彭欣紋 

175 吳麗華 

150 明國小 

50 陳思穎、荒野 分會籌備處 

8 苗栗縣大湖鄉 興國小 

 
 指定單筆捐款(棲地保護)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0,000 賴榮孝 

6,600 新竹炫蜂  

3,000 郭梅子 

2,000 勤 

550 曾耀霆 

500 楊光華 

 
  指定單筆捐款(The North Face)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0,800 宋明光 

1,200 孫魁憲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0,000 高啟祥 

5,000 賈堅 、何正卿 

4,000 陳淑  

2,000 蔡玉玲、鄭竹梅、賴玉密 

1,500 林美芬 

1,000 陳俊霖、遲玉堃、郭耀宗、黃芝葦、陳虹妏、 嘉烈、史 香、 

莊永和、 建輝、游秀錦、鄭 、 樹銘、劉曉強、林清南、 

曾藍瑩、顏 、顏舜隆、方國運、吳惠 、陳美玉、龔景富、 

易伯良、蔡洪瑩、詹仁禮、 文美、林金保、賴素貞、盧奕丞、 

育欣、許 珠、嚴仲陽、賴素燕、林嘉音、陳秀美、郭昭麟、 

林淑珍、張 、開 水利 師 務所 

600 洪妙玲、林翠瓶、 界和、楊金峰 

500 吳佳芯、徐雯雯、張菁砡、劉姝利、王淑觀、張世鍠、陶怡文、 

楊美慧、吳岱祐、蘇西岳、楊富傑、廖秀玉、王鼎權、徐翠苓、 

董鍾棣、周蓓蕾、林慧 、周亞曼、張財 、 恤民、楊金憲、 

劉如嫚、楊思 、黃士真、陳貴珍、陳誼瑄、賴芳玉、宋禹蓁、 

宋禹昕、 瓊 、羅之紀、郭憶梅、林輝 、涂景美、吳辰賢、 

廖 、張志豪、何君燦、何悅萍、施維文、張敏賢、邱嘉祥、 

施玉玲、狄曼萍、 玲玲、 玉、張 芬、謝幼 

300 王瓊儀、游晨 、莊秀娟、林宗賢、羅英玲、黃秉森、陳春蘭、 

饒明沁、葉秋芬、林彥伶、劉振玉、林慧貞、張語瑄、駱水玉、 

王如琦、楊玉枝、劉蕙寧、邱武科、孫魁憲、余紹驊、嚴虎 、 

羅和華、黃洲鳳、陳寀蓁、陳姵臻、馬海微、吳以玟、吳志宏、 

黃怡貞、林美君、林德恩、蔡 宇、陳佳龍、楊 臻、林新燕、 

蔡岱潔、方 馨、何艷蘋、吳 鳳、陳玉 、張銘芬、林欣儀、 

何明 、方偉馨、林麗卿、陳怡如、胡竹婷、陳瑠芳、許 芳、 

羅秀彥、王慧婷、程曉娟、黃美梅、何昀 

200 陳燕慧、葉文晶、林純如、葉婉筑、林淑 、劉建隆、楊培岳、 

蘇美足、張 欣、陳宣汶、陳宣瑋、陳昕妤、陳昕柔、陳智群、 

陳昕妍、鄭叡鴻、曾秀菊、劉子瑄、王詩涵、游顯  

100 紀靜 、傅立衡、黃美維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3,000 張秋子 

2,000 陳彥友、施秋蘭、蒲麗霞 

1,000 葉國樑、王筱茹、吳文綺、吳惠芬、吳冠賢、林金宏、胡昆 、洪佩
玉、林秀玉 

 600 家誠、涂正元、陳沁梅 

500 蔡文娟、朱幼玲、周淑萍、謝麒豐、張哲豪、胡延忠、周琇晶 

400 淑瀞 

300 王玉美、鄭庭 、鄭任育、鄭羽 、鄭金快、 章、 章、易瑞
蘭、鄭金菊、應小梅、黃琇娟、吳 安、王 、陳美娟、 曉雯、
郭 君、林美君、林輝 、徐士強 

200 游淑裕 

100 陳季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200 陳振昌 

600 鄭紹  

500 張世鍠 

300 林雨璇、呂美玲、陳玉愛、 智龍、謝文萍、沈維君、曾香  

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3,000 何正卿 

2,000 吳美蓮 

1,000 鍾文  

捐贈者 捐贈物品 

蔡朝陽 文具 批、A4 印紙 20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