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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2015年 6月份徵信
整理 /財務部

份徵信
整 ／財務部

定期定額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12,000 堅

6,000 陳 澄

5,000 柯 全

2,000 方運國、何秋妹、 唯尊、林儀文、

施秋蘭、陳嘉興、黃芝葦、黃芝葦、

蔡玉玲

1,500 鄭弘

1,200 林鈺程、施宇芳、黃伶薇

1,000 王瓊梅、古智偉、 香、甘為君、

吳子龍、 文美、 育欣、 欣 、

建輝、 雅雯、 嘉烈、 曙晞、

易伯良、林金宏、林金宏、林清南、

洪琪真、徐英進、 孟姚、 永和、

陳秀美、陳俊霖、游秀錦、游顯 、

黃芝葦、黃純慧、黃慧如、楊菁芬、

葉國樑、詹仁禮、劉淑榕、蔡岳璋、

鄭弘 、盧奕丞、賴素貞、賴素燕、

謝文蘭、魏彩玲、羅 廷

600 王盈 、朱 芃、吳君偉、吳志宏、

吳宗榮、吳健德、周子琪、周銹晶、

林翠瓶、凃玉玫、洪 聲、 潔欣、

文豐、陳秀玲、陳昭佑、陳振昌、

陳郭正、蕭世昌、謝振生、羅唯瑄、

南 、 崧

520 游晨薇

500 玲玲、王 文、王美蘭、王清風、

石慧芬、何悅萍、周宥安、林佩琪、

林輝棠、施玉玲、洪 益、洪正昌、

徐雯雯、徐翠苓、涂景美、張世鍠、

張 芬、郭純陽、郭憶梅、陳育如、

陳 直、 振 、黃香萍、黃進益、

英棋、廖秀玉、廖 進、劉 利、

廬奕丞、 西岳、鐘岸美、龔淑慧

300 王如琦、王宥臻、王苡人、王麗 、

白慧敏、朱湘 、何 昀、呂美玲、

明、汪惠玲、林宗賢、林欣儀、

林雨琁、林約酉、林新燕、林輝政、

邱武科、施惠玲、洪妙玲、洪筱婷、

胡竹婷、 仕穎、徐嘉敏、袁慧卿、

張語瑄、張鴻鼎、 秀娟、許烜 、

許婷婷、陳佳龍、陳昕涓、陳俊才、

陳建婷、陳春蘭、陳家慶、陳偵卿、

陳媖孌、陳 楑、陳瑞芬、陳 葳、

陳瑠芳、傅立衡、曾國賓、曾凱 、

曾詩珊、游宗曉、費維梅、黃秉森、

楊 岳、楊雅婷、葉秋芬、廖美琪、

劉振玉、劉富珍、劉蕙寧、蕭瑞敏、

戴慧珍、謝心怡、鍾智龍、顏希芝、

羅 秀

250 葉淑婷

200 林純如、陳燕慧、曾國卿

100 紀靜宜、劉怡秀

50 林家櫟、陳蔚棠

指定定額捐 ： 地 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10,000 江佳珍、江鋆欗

3,000 張秋子

2,400 鄭金快

1,000 

王筱茹、王瓊梅、吳文綺、吳冠賢、

吳惠芬、洪佩玉、葉國樑、劉錦靜、

嚴仲陽

800 黃瓊諄

600 蕭惠

500 芳、周淑萍、林淑珍、張志豪、

張哲豪、陳碧瑤、黃進益、黃鉦原、

黃德秀、蔡文娟、謝麒豐、龔淑慧

400 朱孟君、黃瓊慧

300 王美嘉、林昱廷、林麗卿、洪筱婷、

張銘芬、許 芳、郭定軒、陳奕帆、

曾耀霆、黃 娟、謝心怡、 瓊華

200 曾秀菊、曾國卿、黃詩涵、劉子瑄、

鄭 鴻

指定定額捐 ：國際荒
金額 捐 者／單位

1,000 鄧美慧、鍾文

單筆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30,800 人 行銷 限 司

20,100 新竹無 氏

20,000 亮雲科技股份 限 司

14,740 陳仁才

11,711 親子團第 期進階訓

10,000 雅蘭、許齡臻、楊鐘祥

9,574 親子團北 育成會 訓

9,000 陳欣宜

7,000 江岱珈

6,780 洪佩玉

6,400 冰丹、潘美玲

6,340 親子團第 期進階訓

5,000 

鄧秀卿、戴宇欣、 柄南、 城好友

會、嘉義虎爺行善團、嘉義第五期解

說員

3,200 蕭明昇、高 路局南 工程處、復

興高中

3,000 漢章、粘水 、鴻鵠國際股份 限

司

2,000 秀怡、洪黃祥、陳乃 、歐陽小雪、

嘉義天恩宮佛祖萬 會、蒲 家族

1,600 陳佳琪

1,322 張 鳳

1,280 林秀靜

1,200 張天宮

1,000 江淑惠、林家慶、林雪菁、陳 銘、

黃 娥、賴泓 、中菱建 限 司、

允昌國際 限 司、誼虹科技股份

限 司

800 金禾麥食品 限 司

580 盈昌

540 紀雯馨

500 尤雲亞、王萬進、 翊君、許佩玲、

傅惠 、 秀玉、劉冠坊、蔡倍雅、

蔡蓓蓓、饒明沁、小胖水族、台北能

場、鐵衛家族

400 賴樂云

300 江廖 、宋進祐、沈婉華、胡立德、

張建文、陳秋坤、游易明、湯佩佩

200 許煥 、黃欣怡、廖宸陞、叡揚 訊

股份 限 司

126 新竹市三民國小五 三班

100 陳 祥、佳鶴 藝、綠生活旅行社

指定單筆捐 ： 地 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800 駿

500 楊光華、謝宜珍

100 佳玲、朱家佑、吳冠伶、吳浚源、

吳紫綺、林鈺軒、徐茗豐、張俊旻、

張真如、許 直、郭昱麟、陳科舟、

陳嘉倫、黃昱澄、蔡翔恩、 成呂

美滿 家人

指定單筆捐 ：台中長陪小 生活營
金額 捐 者／單位

10,000 黃若梅

6,100 黃賴梅

2,000 凌千惠、張恩惠

1,000 江志宏、柯蕙蘭

789 林明珠

500 陳佳盈、陳淑鳳、游麗雪、廖瓊雯

400 胡天賜、陳天祐

300 王汶川

100 方正璽、吳美錚、紀郁如

指定單筆捐 ： 校自然工程
金額 捐 者／單位

2,753 苗栗縣 橋鄉龍昇國小

2,000 楊秀雅

1,500 楊婷筐

1,490 南投市僑建國小

1,000 何宗顯、洪純儀

900 欣紋

754 南投縣 鎮 港國小

750 黃

746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小

740 台中市沙鹿 鹿峰國小

700 鄭曉青

666 台中市西屯 惠來國小

600 游宗曉

577 江淑卿

519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小

400 陳思穎

380 林武淮

308 新 國小 五班

293 南投縣水 鄉車 分校

212 江瑞

200 王美珍、吳昭燕、吳謝碧鑾、盧佩婕

100 吳昭 、郭佑豪、郭妤茜、郭義忠、

陳峻昇、鄭人愷

76 于美美

指定單筆捐 ： 嘉義諸羅 蛙

地 育
金額 捐 者／單位

6,000 子成、楊玟君

4,000 吳明熹、呂惠靜、 元宏、林秀麗、

林淑芬、林學藩、邱登燦、 金爐、

洪錦堂、胡文華、張春梅、陳世揚、

陳映伶、黃忠臣、黃琦智、楊 樂、

楊 育、趙昶芝、鄭詩柔、盧奕丞、

三 扶輪社、國際扶輪社 地

橋西 扶輪社

2,000 尤國 、方正明、王文成、王秀娟、

王耀德、石英堂、任明靜、朱 真、

江佳珍、江惠娟、江瑞 、江慶明、

何瓊紋、 玉雯、吳叔芬、吳宜人、

吳珊華、吳振維、吳晨瑋、吳淑英、

吳靜 、呂淑貞、呂德秀、 欣學、

美玲、 淑芬、 朝耀、 蕙馨、

杜 昌、杜美 、沈温禪、卓秋季、

周玓宇、林 善、林力行、林佩 、

林俐秀、林 廉、林意玲、林靖 、

邱玲子、邱睦卿、侯昭宇、施枝盈、

施芬如、施柏魁、施智明、洪佩玉、

祥、高明泉、張美鳳、張淑芳、

張惠琪、張雅欣、張瓊娥、 燿鴻、

許媚菁、郭仁智、郭若男、郭雅玲、

郭瓊如、陳大 、陳江河、陳冠斌、

陳 友、陳柏濡、陳界錞、陳盈潔、

陳貞譁、陳翊菱、陳雅 、陳 瑾、

陳漪屏、陳慧珍、富振華、 兆榆、

程麗娟、黃志青、黃志源、黃秀 、

黃建人、黃美玲、黃素貞、黃惠鈴、

黃進順、黃雅惠、黃騰 、楊崇正、

楊逸萍、楊慧雯、楊懿如、葉玲岐、

廖秀貞、管晉生、劉安倫、劉亞明、

劉明昌、劉青英、劉建易、劉美鳳、

劉淑慧、歐陽健民、蔡方宜、蔡明恩、

蔡國亮、蔡國鎮、蔡淑貞、鄧幼棠、

鄭秀婷、盧珊珍、蕭文翔、蕭玉佳、

蕭明昇、蕭慶風、賴又嘉、賴亞德、

賴威宏、賴威昇、謝金龍、謝蓮珠、

謝燕珠、謝曜隆、鍾愛幸、簡玉婷、

簡鳳君、簡鏡珈、魏 林、魏玲慧、

羅英玲、 崧 、南蟻 、國際扶

輪社 地 洲 陽扶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