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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總記錄數量

2021 年 03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50000 允昌國際有限公司                                                                 
25000 台北市私立宜家民權蒙特梭利幼兒園
20000 北三親子團
19200 游永滄
19000 金喬覺                                                                     
12000 許時雄
11541 南區親子團 - 高蜂八基

10000 格學校財團法人、財團法人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公益信託小
磨坊翔安基金、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簡林秀鳳、魏琮毅

9963 桃蟻三基
8000 有限責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6600 領導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6000 黃志銘
5400 陳秀雅
5200 李足歡手工皂
5000 林欣榮 . 林蓁榛 ( 作品：金山小鶴 )、陳崑宏、王麗卿
4500 綠洲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100 暇瑕寫字工作室
4000 梁繼允、何淑貞
3600 丁費宗清、古國順
3200 黃冠慈
3000 ya950913@gmail.com、吳晨華、李世興、黃金英、樓志毅
2560 葉冠筠、黃暐程
2500 陳雍慧
2476 花蓮親子團

2000
劉民英、台中市私立小河馬幼兒園、段成龍、張秀澂、
荒野保護協會 - 北五團、何琦芬、陳慧珍、陳芸玫、陳琇惠、
薛師婷、姚桂玲、王盈欽、荒野北三團、邱玉枝

1600 施相如
1500 謝采勳
1200 李宏偉

1000
周怡吟、林靜蘋、陳慧珍、蕭佩芬、洪珮馨、陳啟聖、蔡宜芳、
張智嫻、張亦蘋、吳佳蓉、林淑禧、陳昱臻、
李寶連 . 宋德賢 . 宋彩薇、楊貴珠、廖劭維、柯一正、謝長宏、
陳慧安、曾喬毓、張秀華、周妙妃

800 沈競辰
760 王以璇

600 0327 趴趴走民俗植物解說團隊、春天看蕨去解說團隊、
程翊淳 ( 代慈聖道觀 )

500
王進喜、王威憲、李麗鈴、林明昌、林渝舜、王碧筠、黃富庸、
李驪媛、林國寅、廖碧珠、闕蓮香、周惠民、湯小玲、李宗瀚、
李承芯、陳美秀、張榮順、陳育秀、楊光華、薛師婷、孟治國、
陳沺羽、辰光暖浢工作室、吳怡蒨、鄭惠雯、楊國楨

400 曾景升、賴德云、藍慧玲
362 徐秀滿
320 洪碧惠
310 蕭宜玲
300 沈婉華、翁承甫、沈婉華
230 李季衡
228 王奕立
210 蘇鈺雯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5000 賈堅一
9999 郭賜福
6000 陳澄
5000 殷秋屏
4000 蕭代基
2400 鄭金快

2000 方國運、何秋妹、陳若曦、張寶婷、梁俊益、黃芝葦、劉建隆、
游瑞欽

1600 林麒暉
1500 鄭弘杰、徐嘉成、張智堡、謝文蘭、粘木桂、張智堡

1200 林美華、陳姿吟、羅千益、楊宜青、林金宏、溫英棋、李睦方、
林建任、程仲銘、譚諤、呂曉慈

1000
賴素燕、陳淑琴、金小梅、洪正昌、蔡洪瑩、賴榮孝、江明修、
林碧蕙、馬孟姚、蘇西岳、聞國軒、葉國樑、李怡芳、石曉華、
顏舜隆、鄭景中、陳雪梨、林黃純、林天助、林登右、林彥辰、
周子琪、洪國席、吳敦燿、廖顯蔚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陳宗裕、高鈺琪、曾國賓、林庭宇、林榮茂、
林馨玫、游馥瑜、曹文豐、陳麗如、江芝迎、林錫傑、魏文慶、
陳怡妃、姜永浚、吳沂蓁、葉運祺、陳彥熹、林正忠、李湘婷、
江世芬、林怡君、王一霖、黃春香、郭美雲、吳依庭、施朝凱

520 何季陶、蔡宜臻

500
賴芳玉、丁玲玲、余鋒銳、郭純陽、陳秀榕、許明滿、郭憶梅、
黃香萍、楊岳校、楊富傑、楊繡鳳、李桂芳、涂景美、江彩秋、
鄭宇欽、翁南裕、翁淑婷、張世鍠、許誌剛、許烜彰、簡鳳儀、
陳儒佑、莊永和、陳家慶、侯彥明、何悅萍

400 賴樂云

300

王思佳、陳瑠芳、何艷蘋、吳月鳳、張銘芬、陳怡如、林素蓮、
范淑琳、林依嬋、鍾勝文、王雅琴、汪惠玲、林文靜、俞金梅、
傅立衡、黃秉森、謝凱戎、羅銀峰、羅英玲、嚴虎台、蘇文岳、
張鴻鼎、蘇瓊華、章君萍、吳明蕙、孫翌翔、陳宜珊、王臆鈴、
汪惠玲、劉先鳳、江英儀、戴志青、謝玟蒨、范秋屏、陳沛杉、
謝依純、葉宜欣、曾凱平、蘇建安、黃子寧、游詩薇、古淑玲、
陳盈朱、周重華、呂廷曄、游慈雲、陳瑩蓁、呂玟惠、徐鈺芬、
林郁青、吳秋菊、吳進安、陳秀玲、戴珮芳、張語瑄、蔡欣穎、
吳佳玲、鄭惠娟、朱哲毅、陳慧玲、陳昇衛

200 劉子瑄、王英驊、王紀統、陳美靜、王怡雯、林奕彣、何彩華、
趙李阿素、陳欣翎

150 黃經祥

100 林淑娟、蕭瑞敏、徐國峰、曾意婷、林佳臻、林晏晴、李季持、
林佳蓉、莊久慧、陳啟章

50 方睿實

定期定額捐款

單筆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 吳貴香、向日葵園藝新營店、歐福忠、黃憶萍、
向日葵園藝新營店、台北無名氏

128 生態心理學培訓第十期
115 張瑜晏

100 范瑄芸、王浩偉、范品婕、王凱立、蔡佾蓁、袁慧華、邱奕翔、
田佩加全家、黃志豪、林子淳

50 林豐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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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00 川流文化教育基金會、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大眾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顏殷伶                                                                     
16000 王俊智、謝國發
12800 吳思霈、張訊竹、張訊竹、游永滄、古國順
12427 北鹿八基
12000 八寶閣御廚房
11701 竹鹿四基

10000 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張政雄、李元瑞、廖淯晴、黃惠芳、
蔡富美

9158 北育 8 基
8000 林維正
6400 楊坤城
6000 劉明智、張勝勇
5900 楊志明
5255 北區第三期翔鷹營
5000 楊志明、廖芳姿、黃世玩、陳又瑗、林榮茂、何淑貞
4000 吳鳳英、杜怡靜、黃冠慈、何琦、陳孟琳
3600 台北市私立卡爾維德蒙特梭利幼兒園
3500 嘉大附小三年二班、萍蓬草讀書會
3200 于立平、楊和玉、馬欽祥
3000 吳欣穎、廖昱瑋、詹立筠、徐澤彣、陳曉芸、李品香
2560 林維正
2500 嘉大附小三年五班
2360 嘉大附小三年四班
2046 嘉大附小三年一班

2000
陳琇惠、楊和玉、蔡宗耀、黃冠慈、黃燕足、南二親子團、
賴亮綺、高毓惠、許天麟、李玲珠、林智躍、施麗明、趙筱瑀、
吳東能、羅純幸、盧佳均、馬婉瑛、李鳳珠、歐乃誠

1700 柯愷瑄
1500 吳依儒、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陳凱柔、翁上惠、黃思瑜
1300 荒野台北瑜珈班

1280 簡鳳君、鄭宇倫、王尹萱、陳筑筠、楊本立、李中翰、謝華君、
洪英傑、楊晏昇、廖美琪、張國賓、李曉嵐、郭俊明

1200 許梅英、蘇尹貞
1024 楊雁婷、楊宏洲

1000
楊學文、張葉坤玉、張明星、賴淑華、張明琪、胡承田、李仁心、
鄭宇倫、柯芸梅、柯靜君、周怡吟、柯一正、羅玉婷、宋素蓮、
劉月春、陳佳慧、顏梓惠、許雅婷

750 李淑如
640 郭馨然
608 王奕立

500
林謙哲、陳松梅、汪雅惠、李志宏、林敬庭、郭宜倢、李麗鈴、
王依鈴、許天麟、許翠容、蕭瓊茹、陳秀娟、
台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 -5 年 8 班、林景徽、李宜秦、
陳芊惠、錢俊維、楊國楨、葉曉芬、張榮順 

400 劉峻儒、洪碧惠、魏瑞穗、賴樂云、洪于喬
350 香辣豆干堡
315 黃榮 . 方軍又
300 許瑛珍、林淂菣、沈婉華、楊振銘、劉麗霜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5000 賈堅一
9999 郭賜福
6000 陳澄
4000 蕭代基
2400 鄭金快

2000 方國運、何秋妹、陳若曦、張寶婷、梁俊益、黃芝葦、劉建隆、
游瑞欽

1600 林家慶
1500 鄭弘杰、徐嘉成、張智堡、謝文蘭、粘木桂、張智堡

1200 林美華、陳姿吟、羅千益、楊宜青、林金宏、溫英棋、李睦方、
林建任、程仲銘、譚諤、蔡洪瑩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陳宗裕、高鈺琪、曾國賓、林庭宇、林榮茂、
林馨玫、游馥瑜、曹文豐、陳麗如、江芝迎、林錫傑、魏文慶、
陳怡妃、姜永浚、吳沂蓁、張安嫻、陳彥熹、林正忠、李湘婷、
江世芬、林怡君、王一霖、黃春香、郭美雲、吳依庭、曾瀚儀、
施朝凱、李孟潔、葉運祺

520 何季陶、蔡宜臻

500
賴芳玉、丁玲玲、余鋒銳、郭純陽、陳秀榕、許明滿、郭憶梅、
黃香萍、楊岳校、楊富傑、楊繡鳳、李桂芳、涂景美、江彩秋、
鄭宇欽、翁南裕、翁淑婷、張世鍠、許誌剛、許烜彰、簡鳳儀、
陳儒佑、莊永和、陳家慶、林冠宇、曾子熙、曾品熙

300

王思佳、陳瑠芳、何艷蘋、吳月鳳、張銘芬、陳怡如、林素蓮、
范淑琳、林依嬋、鍾勝文、王雅琴、汪惠玲、林文靜、俞金梅、
傅立衡、黃秉森、謝凱戎、羅銀峰、羅英玲、嚴虎台、蘇文岳、
張 鴻 鼎、 蘇 瓊 華、 章 君 萍、 吳 明 蕙、 孫 翌 翔、 陳 宜 珊、
Yukimasa 幸將手作坊、王臆鈴、汪惠玲、劉先鳳、江英儀、
戴志青、謝玟蒨、范秋屏、陳沛杉、謝依純、葉宜欣、曾凱平、
蘇建安、黃子寧、游詩薇、古淑玲、陳盈朱、周重華、呂廷曄、
游慈雲、陳瑩蓁、呂玟惠、徐鈺芬、林郁青、吳秋菊、吳進安、
陳秀玲、戴珮芳、張語瑄、蔡欣穎、吳佳玲、江筱釩、施孟宜、
陳昇衛

200 劉子瑄、王英驊、王紀統、陳美靜、王怡雯、林奕彣、何彩華、
趙李阿素、林沛妤、陳欣翎

150 黃經祥

100 林淑娟、蕭瑞敏、徐國峰、曾意婷、林佳臻、林晏晴、李季持、
林佳蓉、莊久慧

50 方睿實

定期定額捐款

單筆捐款

楊振銘先生
請與財務部謝小姐聯絡（02-2307-1568 #19）
※ 此徵信為捐款者同意刊登於快報，不等同於捐款紀錄。
龍斌先生
若看到此通知，煩請立即聯繫總會管理部歐小姐
02-23071568#13，聯繫紙本快報訂閱寄件事宜。

2021 年 04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 笨道策展有限公司、謝彣達、洪靖斌
100 何宣萱、金星雯、何聿峻、王培馨、劉沅沅、盧奕禎、黃志豪
10 陳佑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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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5136287 一月份 /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暨全體消費者                                                             

17344429 二月份 /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暨全體消費者                        

15078444 三月份 /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暨全體消費者                        

3580 一 ~ 三月份外幣 /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暨全體消
費者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571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暨全體消費者

零錢捐

Open Point 點數捐贈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0 鄭啟勲
3300 徐麗琴
3000 蔡宏武、黃偉誠、林素真
2800 簡伯翰
2555 匿名
2500 興國國小五年五班
2000 蕭羽彤
1500 王星強
1200 鄭德榮
1100 廖玉婷
1030 A

1000
莊博皓、張秝嘉、潘俊豪、祝嘉鴻、黃莉茹、鄧詠騰、
劉鎮逵、林晊芫、蔡明軒、羅介喜、林意如、陳盈宏、
賴淑華、Sean Ko、方、朱霈妮、柯勝強、洪雅芬、
紅狐姐姐、張陳益、葉宥朋、籃國評

900 潘沂謙
600 眭相柔、楊素欣、陳盈均、曾奕璋
550 王星懿
510 林宜勳

500

蘇郁智、曾冠皓、鄭慶安、凃文凱、黃家玲、林文惠、
liu、姚採蓮、溫士賢、109 學年度三年甲班、曾郁琇、
唐婉欣、名崴不動產仲經紀有限公司、高昱澤、陳妍晴、
沈明欣、徐芳玉、謝佑玄、王堉甯、江宜柔、吳宜津、
吳家興、李宜穎、林世豪、林佩君、林津羚、邱淑萍、
邱慧欣、馬瑩潔、張鳳嬌、許文泰、陳禹儒、彭語丞、
潘聖甫、謝季辰、顏志發、謝林阿滿

450 莊怡萱
400 林靜慧、小賴

300

羅唯芯、許石丁、姜昀孜、林瓊玉、楊金鳳 . 鄭憲章、
曾昭恩、陳敏鈴、彤彤工作室、黃曉莉、楊子瑩、李淑玲、
陳志勳、施則亦、miyuki、kulau、yi、余勝揚、李佩芬、
李耘萁、林淑雅、高子庭、張毅凡、許睿芹、曾維揚、
趙湘鈴、鄧宇萱、戴慧珊、羅昜

250 趙韻嵐、鄭紫彤
220 黃筠恩

200

李瑋國、莊雅如、徐瑋汝、黃琦雯、巫唐馨、杜秉男、
彭少君、林長青、標準數位科技有限公司、黃朝德、
蔡雅雯、盧炯翰、黃敏雯、地球日快樂、李育彤、
孔紹恩、王莉媛、功德迴向給佛牌們、
功德迴向給佛牌們、周和慶、柯啟彬、洪吳素禎、
洪照昱、徐雅潔、高志豪、張予甄、張潔茹、陳鴻耀、曾、
黃沛晴、黃靖雯、廖婕如、趙芩、劉筱筠、潘田玉診、
謝宜蓁、謝尚宏全家、藍詩翔

150 李沛潔
130 鄭筱儒
120 陳朝賢

IBON 4 月名單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

張詠霖、賴彩華、瑄、林易賢、林易賢、林易賢、
林易賢、藍翊禎、許喬勝、陳俊明、梁翊漩、李佳芳、
曾識儒、陳月娥、陳琦、李明朝、柯羽襄、楊欣華、
姜俊傑、古英苹、張立強、徐瑞堂、標慧賢、王美淑、
林翊潔、黑影、李富美、yoyo、小黃、王士豪、王芷筠、
王逸恆、羽、李佩蓉、李嘉翎、周、林品、林盈、林晢宇、
林靖淳、洪培琰、洪睿璟、高志豪、高志豪、高志豪、
張郁芬、張哲瑋、陳、陳中平、陳永紳、陳怡叡、陳品蓁、
陳宣汎、陳政翰、陳張美覽闔家、陳智鵬、陳雅琪、
陳瑋伶、曾、黃、黃婕睎、楊杰恩、滿志隆、劉家銓、
劉惠雯、謝宏鑫、鍾波比、簡佑任、觀世音菩薩、林美靜、
林美靜、林美靜、林美靜、黃佳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