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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ġ

額捐

ġ

捐 者／單位ġ
高啟祥ġ
賈堅 ġ
莊永和ġ
李 義、徐傳江、陳秋蓉、蔡玉玲、
蔡丞豐、蔡旭豐、鄭竹梅ġ
林美芬ġ
方國運、王存欵、王瓊梅、史 香、
甘為君、吳惠容、李文美、李育欣、
李建輝、李嘉烈、李樹銘、易伯良、
林郡雯、林清南、洪琪真、夏玉珍、
徐鴻煥、馬孟姚、郭耀宗、陳俊霖、
陳美玉、陳若曦、陳虹妏、曾藍瑩、
游秀錦、黃芝葦、楊菁芬、詹仁禮、
劉曉強、蔡洪瑩、鄭弘 、盧奕丞、
賴玉密、賴素貞、賴素燕、鍾文 、
顏舜隆、羅 廷、嚴仲陽、龔景富ġ
李界和、林翠瓶、陳振昌、蘇崧棱ġ
游晨薇ġ
玲玲、何悅萍、李恤民、周琇晶、
周蓓蕾、林輝棠、施玉玲、徐雯雯、
涂景美、張志豪、張財 、張敏賢、
張菁砡、張瑜芬、 瓊 、郭純陽、
郭憶梅、陳ġ 直、陳貴珍、陳誼瑄、
黃 真、黃香萍、楊金憲、楊美慧、
楊富傑、溫英棋、廖秀玉、廖 進、
劉如嫚、劉姝利、蔡誌雄、賴芳玉、
魏伶珍、蘇西岳、鐘岸美、龔淑慧ġ
王如琦、王瓊儀、朱湘吉、余紹驊、
吳 鳳、吳志宏、林宗賢、林欣儀、
林雨琁、林約酉、林新燕、林德恩、
林麗卿、邱武科、凃玉玫、孫魁憲、
馬悅水、張碧雲、張語瑄、張銘芬、
莊秀娟、許婷婷、陳佳龍、陳春蘭、
陳寀蓁、陳ġ 楑、陳ġ 葳、陳瑠芳、
黃怡貞、黃洲鳳、黃鈺婷、楊 臻、
葉秋芬、劉家能、劉蕙寧、蔡岱潔、
蔡承宇、蕭瑞敏、魏誌華、羅英玲、
嚴虎台、饒明沁ġ
葉淑婷ġ
王慧婷、林純如、林淑 、陳宣汶、
陳宣瑋、陳燕慧、曾國卿、葉婉筑、
劉建隆、蘇美足ġ
紀靜 、陳欣 、傅立衡ġ

指定定額捐款：棲地保護ġ
ġ
金額ġ

捐款者／單位ġ
江佳珍ġ
陳ġ 澄ġ
張秋子ġ
鄭金快ġ
施秋蘭、陳 友、蒲麗霞ġ
王筱茹、吳文綺、吳冠賢、林秀玉、
林金宏、洪佩玉、胡昆宜、葉國樑ġ
家誠、涂正元ġ
王維 、 桂芳、周淑萍、林定緯、
陳碧瑤、黃進益、黃鉦原、黃德秀、
蔡文娟、謝麒豐、魏伶珍ġ
鐘淑瀞ġ
丁曉雯、王雅琴、吳進安、 育瑩、
林輝棠、洪筱婷、徐士強、郭薆君、
陳怡如、黃琇娟、鄭叡鴻、應小梅、
謝心怡、簡慧心、羅秀 ġ
曾秀菊、游淑裕、黃詩涵、劉子瑄ġ
陳季 ġ

金額ġ

ġ

捐款者／單位ġ
鄭紹東ġ
張世鍠ġ
呂美玲、沈維君、林雨璇、陳玉愛、
曾香容、謝文萍、鐘智龍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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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者／單位ġ
洲湧蓮扶輪社ġ
楊鐘祥ġ
第五期自然觀察班Į嘉義ġ
吳界欣ġ 先生ġ
棲地 期輔 員ġ
徐明暇、 柄南ġ
林毓蓉ġ
羅綸有ġ
林家慶ġ
台南分會綠活圖ġ
台北無名氏ġ
林秀靜、高明哲ġ
龍麗華ġ
黃劍銘ġ
吳惠瑜、林群淵、康心怡、許靜宜、
黃琬君、廖淑卿、劉仁平、鄭弘 、
鄭慧中、盧幸子、南湖國 Ĵıĳ 班ġ
台南無名氏ġ
高市湖內樂齡ġ
柯志遠ġ
信託研討會ġ
陳格宗、台北無名氏ġ
吳曉玫、李秀春、汪ġ 懿、林珈夙、
林庭宇、姚淑芬、柯志遠、陳心儀、
黃玲華、黃凱聖、劉彩申、蔡雯琳、
中菱建材有限公司、台中週週見民
眾、誼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ġ
林婷茵ġ
王春碧、王素蓮、何添財、李采珀、
李國章、汪怡妏、周昱吟、林世堡、
孫揚洲、張博鈞、許美香、郭明元、
郭美淑、郭顯銘、陳君盈、陳宗寶、
陳春福、陳純敏、曾樹貞、黃建雄、
黃麗雲、楊玉堂、廖建斌、劉盈宏ġ
邱吉雄ġ
賴樂云、台中大坑組ġ
慧美、胡立德、張晨洋、郭美娟、
葉朝文、蔡委均、蔡曉雯、鄭麗紅ġ
黃欣怡、黃鈺雯、楊三緣、詹國賜ġ
王舜薇、郭慶祥、黃桂蓮、黃瑞萍、
佳鶴園藝ġ
黃天人ġ

ġ指定單筆捐款：棲地保護ġ
金額ġ

捐款者／單位ġ
黃美玲ġ
中壢市興國國小ġ
林旻慧ġ
李志峯ġ
楊光華、謝宜珍ġ
莊吉成呂美滿一家人ġ

ġ 定單筆捐款：
指
金額ġ

ġ指定定額捐款：海洋特展ġ
金額ġ

指定單筆捐

單筆捐款ġ

ġ

校ġ

捐款者／單位ġ
縣大村鄉村上國小ġ
台中市 屯區新興國小ġ
南投縣埔里鎮桃源國小ġ
台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ġ
市信義國中小ġ
縣大村鄉村上國小ġ
縣大城鄉西港國小ġ
縣芬園鄉茄荖國小ġ
縣大城鄉西港國小ġ
南投縣名間鄉中山國小ġ
何銘倫ġ
于美美ġ

：諸羅樹蛙

ġ

ĳ 單位ĩĵĭıııĪġ 捐 者ġ
方 虹、江佳珍、呂德秀、宋明光、李子成、ġ
杜 鈴、林力行、林秋雲、侯昭宇、俞金爐、ġ
留佳妙、張文堯、張淑利、張瓊娥、 謙仁、ġ
陳若雲、陳惠珠、曾玉英、黃美玲、黃 仰、ġ
黃義 、黃寶蓮、楊如寬、楊美蘭、楊慧雯、ġ
葉騰輝、劉威廷、蕭慶風、賴威宏、賴榮孝、ġ
謝佩穎、譚ġ 諤、蘇仁 、饒夢曄、ŕŦųųźġŘŶġ
Ĳ 單位ĩĳĭıııĪġ 捐 者ġ
明 、 郁慧、方玉佩、王振芳、王晴美、ġ
王慈嬰、王道蕙、王鼎球、王維國、王靜儀、ġ
王韻茹、王麗 、甘偉文、田啟妏、石曉華、ġ
任明靜、江慶明、何姍容、何芝迎、何俊儀、ġ
何淑貞、何瓊紋、余秀珍、余益 、吳玉貞、ġ
吳秀麵、吳定發、吳宜人、吳昌伯、吳珊華、ġ
吳淑英、吳勝賢、吳惠芬、吳惠慧、吳瑞清、ġ
吳緯恭、吳豐君、呂庭蓁、呂勝男、宋ġ 寅、ġ
宋霖霏、李元宏、李冰丹、李欣珮、李昭蕙、ġ
李素卿、李健明、李曼如、李淨榆、李翊楷、ġ
李朝耀、李華慧、李維育、李燕萍、李騏廷、ġ
杜美月、汪彗君、沈温禪、沈曉瑩、周明煌、ġ
周聖心、林 善、林志良、林秀麗、林明碧、ġ
林東慶、林金龍、林冠伶、林春華、林哲民、ġ
林家秝、林 廉、林淑風、林淑真、林
、ġ
林照敏、林鼎凱、林靜 、林靜芬、林駿 、ġ
邱吉 、邱南殼、邱玲子、邱睦卿、侯姿伶、ġ
侯淑惠、凃志昀、姚淑滿、施芬如、施耘心、ġ
柯金龍、洪朱薰、胡夏萍、胡展穎、胡 美、ġ
善慶、唐自強、孫明 、徐家珩、徐婉青、ġ
徐鳳生、涂正元、涂錦綉、耿建興、袁藹玲、ġ
馬 祥、高凌宇、張玉觀、張明松、張明發、ġ
張品中、張春桃、張美鳳、張淑芳、張淑卿、ġ
張惠琪、張 林、張嘉 、張憶文、張憶蘭、ġ
方馨、 英媛、 孟憲、 陳富、許天麟、ġ
許志遠、許怡雯、許淑玲、許 婷、許瑞慶、ġ
連婅妢、郭湘綺、郭 玲、郭嘉聲、陳 銘、ġ
陳介緯、陳文羲、陳世娟、陳如珮、陳江河、ġ
陳宏綺、陳谷崇、陳坤立、陳怡靜、陳明仁、ġ
陳俊安、陳俐穎、陳信甫、陳信凱、陳思仁、ġ
陳祉怡、陳美惠、陳貞蓁、陳貞譁、陳郁玲、ġ
陳恩信、陳格宗、陳素真、陳素蘭、陳淑幽、ġ
陳翊菱、陳尊鈺、陳 枝、陳毓華、陳誠志、ġ
陳漪屏、陳銘惠、陳億成、陳德鴻、陳慧珍、ġ
傅志忠、曾智平、游雯琪、程麗娟、童瑞華、ġ
黃光 、黃志源、黃其君、黃忠臣、黃建人、ġ
黃美釵、黃美慧、黃茂在、黃香萍、黃素貞、ġ
黃國文、黃惠鈴、黃逸芳、黃 慧、黃聖閎、ġ
黃嘉隆、黃榮龍、黃德秀、黃麗貞、黃寶瑤、ġ
黃釋賢、楊秀 、楊奇蒼、楊欣惠、楊俊朗、ġ
楊政 、楊茂森、楊重信、楊素津、楊 蘭、ġ
楊淑惠、楊惠齡、楊逸萍、楊雯 、楊懿如、ġ
葉大裕、葉宜玟、葉姿玗、葉 妙、葉紋芳、ġ
葉國忠、葉裕旭、葉錫誼、詹惠婷、廖育聖、ġ
管晉生、趙惠端、劉自堅、劉亞汶、劉明菁、ġ
劉易錩、劉欣芳、劉青英、劉冠妙、劉建平、ġ
劉建佑、劉建易、劉昱辰、劉美鳳、劉家能、ġ
劉珮鈺、劉婉蓉、劉寅生、劉嘉益、歐陽小雪、ġ
潘玟錡、禚昌麟、蔡方宜、蔡核泰、蔡國鎮、ġ
蔡淑貞、蔡睿敏、鄭玉環、鄭克安、鄭秀婷、ġ
鄭勝正、鄭勝良、鄭博文、鄭麗修、魯信光、ġ
盧珊珍、盧曼珍、盧淑娟、盧麗真、蕭明昇、ġ
蕭東連、蕭國堅、賴又嘉、賴威昇、賴榮正、ġ
賴榮藏、賴慶男、賴瑾怡、賴麗舟、戴如 、ġ
謝金龍、謝振東、謝偉民、謝祥彥、謝 婷、ġ
謝豐瑞、鍾偉賢、鍾愛幸、簡玉婷、簡 暐、ġ
簡志仲、藍德山、顏振彬、魏伶珍、羅英玲、ġ
蘇東波、蘇恭彥、蘇崧棱、顧采玲、ŉŶġŘŦůġũŶŢ、
ŋŶťŪŵũġōŦŦġ

ġ

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