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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財務部

份徵信
整 ／財務部

定期定額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堅

陳 澄

柯 全

黃芝葦

施宇芳

方運國、甘克迪、何秋妹、李育欣、

林金宏、林儀文、陳嘉興、鄭竹梅

鄭弘

王盈 、郭彥伶

王瓊梅、古智偉、史 香、甘為君、

吳子龍、李文美、李建輝、李曙 、

易伯良、林清南、洪琪真、徐英進、

孟姚、張維元、 永和、陳 美、

陳俊霖、陳彥光、陳美玉、陳虹妏、

陸 萍、曾藍瑩、游 錦、游顯瑚、

黃 安、黃芝葦、黃純慧、楊菁芬、

詹仁禮、劉淑榕、蔡岳璋、鄭弘 、

盧奕丞、賴素貞、賴素燕、謝文蘭、

羅 廷、嚴舜隆

朱 芃、吳君偉、吳佳蓉、吳 榮、

吳健德、周子琪、周 君、林翠瓶、

凃玉玫、洪福聲、許婷婷、郭家吟、

陳春蘭、陳昭佑、陳振昌、陳郭正、

陳媖孌、劉蕙寧、羅唯瑄、蘇南 、

蘇崧

游晨薇

玲玲、王美蘭、王清風、王連 、

石慧芬、何悅萍、吳菁華、李文慧、

李 雯、周宥安、林 琪、林輝棠、

姜慧菁、施玉玲、洪 益、洪正昌、

涂景美、張財福、張愛 、張瑜芬、

張 仁、 瓊 、許明滿、郭純陽、

郭憶梅、陳育如、陳 直、陳若凡、

陳素幸、陳紫娥、陳貴珍、黃香萍、

楊富傑、詹慶瑜、廖 玉、廖淑華、

廖福進、劉如嫚、賴芳玉、謝 幼、

蘇西岳、鐘岸美、龔淑慧

毛麗華、王如琦、王宥臻、王苡人、

王麗 、 慧敏、朱素貞、朱湘 、

何 昀、李 明、林 賢、林欣儀、

林雨琁、林 酉、施惠玲、洪妙玲、

洪筱婷、胡竹婷、 穎、 仕穎、

潔欣、徐嘉敏、袁慧卿、張語瑄、

張鴻鼎、 娟、許桓 、陳 玲、

陳佳龍、陳怡穎、陳昕涓、陳建婷、

陳家慶、陳偵卿、陳寀蓁、陳 楑、

陳 芬、陳 葳、陳 芳、陸青梅、

曾國賓、曾 、游 曉、費維梅、

黃秉森、黃玲華、黃慧如、楊培岳、

楊 婷、劉振玉、劉富珍、蕭 敏、

應 梅、謝振生、鍾智龍、顏希芝、

羅彥

葉淑婷

林彥潁、林純如、曾國卿、蘇美足

鴻鈞、吳豐君、紀靜宜

林家櫟、陳蔚棠

指定定額捐 ：環境信託

金額 捐 者／單位

黃純慧

指定定額捐 ：國際荒

金額 捐 者／單位

鄧美慧

指定定額捐 ： 地保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黃瓊慧

嚴仲陽

謝麒豐

鄭 鴻

黃鉦原、黃德 、黃瓊慧、葉國樑、
廖美琪、劉子瑄、蔡文娟、鄭金快

張秋子、張哲豪、張銘芬、許瑜芳、
陳奕帆、陳組華、陳嘉興、陳碧瑤、
曾 菊、曾耀 、黃 娟

洪佩玉、張志豪

江佳珍、吳文綺、吳君偉、吳冠賢、
吳惠芬、李 芳、周淑萍、林昱廷、
林淑珍、林麗卿

王美嘉、王 、王筱茹

單筆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怡至企業 限公司

賴亞德

許時

彭琁

嘉義國中環境保護社

羅育名

李勤、高明哲、簡 文

李 衍、陳慧安、新竹蘇柄南、無
名氏

盧清

溫 芳

王宥棠、吳怡蒨、林財 、陳拓榮、
陳旻宏、顧 芸、三 中央扶輪
社、板橋西 扶輪社

吳佳靜、 蘭

大亞鏈條股份 限公司

貞

王靜慧、宋素蓮、林雪菁、傅明堂、
鄭 、賴榮孝、謝侑儒、三 三
陽扶輪社、宜蘭扶輪社

貴玉、許愫真、蔡金黛

台北 立華興高級中學

余多

江支勇、林美雲、陳柏旭、黃其君、
熊淳惠、鄭弘

黃慧萍

彭貴樹

潘蕙璟

李佳蓉

洪 富、張武傑、楊素霞

謝淑嫻

王薏婷

王開陽、王 芸、吳佳蓉、巫季鏹、
李 家 黃瓊玉、李蕙 、林育安、
林佳靜、涂淑芳、翁許庭、荀蕙芳、
許皓瑋、郭明誠、陳怡帆、陳冠儒、
曾素慧、黃素慧、黃詩純、楊美玲、
葉 浩、趙文 、盧幸子、蕭儒遠、
賴志湧、鍾孟廷、中菱建材 限公
司、 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
費 作社、新北 立通泉草幼兒
園、誼虹科 股份 限公司

荒 台北瑜珈

洪佩玉

李雪菁、台北無名氏

洪錦美、張起華、陳美 、黃金蓮、
蔡佩君

沈婉華、蕭麗芬、叡揚 訊股份
限公司

王鼎球、王慧蓉、 其如、江紫茵、
余欣怡、宋雪霞、李 、李宥慈、

李淑鈴、 曉青、林志峰、林悅雯、
林紫玲、林 、侯南芬、施怡竹、
張 治、 稜、郭品妤、郭春密、
陳今儀、陳美蘭、陳家偉、陳淑芳、
陳錄珍、曾秉逸、游楨楨、湯 玲、
黃鈺綺、黃樂庭、楊思薇、楊盛安、
葉長在、劉民倫、蔡明淳、蔡馥宇、
謝昀珊、謝偉民

陳若雲、黃祥溥、樂 作 限公
司、賴德云

杜崇林、胡立德、游易明、湯佩佩、
撲攏拱拍拍 攝影團

游靜瑜、黃欣怡

邱奕翔、廖 榛

陳嘉

指定單筆捐 ： 地保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梁碧薇

楊和玉

游麗 、賴榮孝、蘇 華

李駿

陳素真、蔡炳宏、蔣紫微

江奕樵

吳鈺

楊光華

林旻慧

成呂美滿 家人

指定單筆捐 ：台南分會穀東

金額 捐 者／單位

李靜 、黃 雯

指定單筆捐 ：五 二甲保育計劃

金額 捐 者／單位

張麗雯、黃娓娓

指定單筆捐 ： 校

金額 捐 者／單位

台中 沙鹿 北勢國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

台中 豐原 豐田國

南投縣埔 鎮麒麟國

南投縣中寮鄉中寮國

台中 沙鹿 北勢國

南投縣國 鄉港源國

南投縣國 鄉乾峰國

乾峰國

台中 南屯 春安國

苗栗 文山國

游 曉

※ 徵信補 北二團 ※

金額 捐 者／單位

北二跳蚤 場

啤酒花 台灣恩智浦 體股份 限
公司職 福利 員會

北極熊、海

櫻

黑 、 貓頭 、水針、 雲
廷 程顧問股份 限公司 、地瓜、
子狸、信天翁、姚哲聖、春泥、
海葵、烏秋、雪兔、煤山雀、葉蚤

大屯山

夜 、花栗鼠、眼鏡猴、嘉明湖

、土星、水獺、北極熊、
尾伯勞、 隼、茉 花、草原、森
林、蒲公英、貓頭 、薔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