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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5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8449 哈尼三製作所有限公司
100000 溫莉芳
10000 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李怡芳
9600 蔡昇倫
9465 南區親子團 - 南育四基
8000 楊家萱
7620 南區親子團 - 高蟻四基
6400 王星卯、游永滄
5600 余躍鏱
5000 謝國發、謝玟蒨、楊俊欣、黃淑惠、江佩珊
4000 黃閎泰、黃冠慈、鍾瑗容、項春蘭
3200 李美齡、林伯頤、劉娟志
3110 微醺斑比插畫工作室
3000 蔡校茹、王志家
3000 吳欣穎、廖昱瑋、詹立筠、徐澤彣、陳曉芸、李品香
2400 張郁玟

2000 黃冠慈、李姿諍、陳坤宏、陳春蕊、董育昌、呂嘉玲、
楊瑞蘭

1600 賴慶男、錢建文
1500 陳盈靜、黃瑞陽
1280 王至德
1065 微醺斑比插畫工作室

1000
林小玲、王耀興、吳艾庭、鍾安順、陳昱臻、許宮綸、
林瑾孝、林弘國、彭雅榕、鄭旭廷、陳庭萱、李怡芳、
李正四、黃阿巧、林弘國

900 彭裕倫
800 林佶弘、賴翠鍹
640 郭東嘉
600 洪碧惠

500 許天麟、張榮順、李至翔、陳育秀、楊國楨、錢俊維、
李驪媛

400 洪清祥
340 洪碧惠
320 洪碧惠
760 洪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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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賴苡宣
200 洪碧惠、王仁怡、廖育廷、黃憶萍、陳李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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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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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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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一正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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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熙、曾品熙、曾冠皓、何悅萍

400 賴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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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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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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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晏晴

150 黃經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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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方睿實
30 盧奕禎

定期定額捐款

單筆捐款

 2021 年小燕毆棲地變成三接工地（照片提供：陳瑞禮）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80 黃于玻

100 陳盈吉、李光庭、李承澍、李承澍、李龍豪、李明源、
簡嘉信、蘇鈺雯、黃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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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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與管理部歐小姐聯絡 (02-2307-1568#13)，聯繫
紙本快報訂閱寄件事宜。

物 品 捐款者 / 單位
IPEVO 愛比科技 VZ-R HDMI 雙模式

實物攝影機 800 萬像素 ( 整新品 ) 1 台
社團法人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登山鞋 90 雙 翔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物品捐贈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9100 李元師
7200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中小五年忠班
5600 睿森建材有限公司
5000 許家銘
3600 賴琮皓
3000 江、林 吳、中科實中烹飪社與康輔社、李啓賢
2000 無名氏、蔡霈妃、黃萍軒、陳文彬
1800 無名氏
1500 陳紹豪、正一鮮茶飲行、葉仕閔
1200 林瑜瑾、朱育嬋

1000
林淑端、周杰、洪雅芬、陳佑宗、曾郁庭、黃品慈、葉
倧麟、董佳麟、廣旭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歐妮、蔡銘元、
羅珮涓、羅碧雯、蘇明良、陳弘基、群森戶外有限公司、
呂昇隆、譚國祥、陳錦全、蔡承昊、曾郁琇、潘莛穎

800 lincaiwei、李盈蓁、郭竑志
750 卓佳慧
700 林菘詳
618 林承諭
600 古漾、林菘詳、陳柏諺、施則亦

500

林筱珮、陳軍諺、龔禹光、yu、朱薪銘、吳宜津津、
呂旻芬、李冠逸、周殷至、林勇薰、林容萱、林菘詳、
林菘詳、洪培琰、陳芸、陳晶鈴、楊雅如、楊雅如、
楊橙希、蔡宛君、蕭佑宸、顏志發、羅巧雯、蘇郁智、
陳樂菲、顏妤庭、林婉伶、蔡智傑、林亞萍、李振銘、
詹善紘、唐筱筑、李依潔、彭玉婷、張晏綾、馬晏祥、
俞全聖、凃應良

421 蔡維珊
415 閻昱品
400 張鳳嬌、羅唯芯、陳世龍、朱佩姍
350 紀士傑

300
李瑞騰、lin、sawa、tingyanhu、孔宥鈞、吳蒨、
李佩育、李芯瑜、娟綿綿、黃泓瑋、黃麒瑋、鄭月桂、
蕭龍英、余雅純、李翰昇、王沛瑄、陳威理

250 林旺青、無名氏

200

小吉、江怡慧、吳沛璐、吳毓玲、李建任、李琬貞、
卓其賢、林如戒、林如戒、林家宇、邱靖華、
迴向給佛牌們、高志豪、張敏男、張凱婷、莊子霆、
許家豪、陳仕偉、陳政賢、陳虹羽、黃柏棋、黃瓈葶、
楊心瑜、楊文棋、魏玉涵、羅元凱、蘇子雲、鄭閎睿、
許秋壼、何雅婷、簡兆宏、王澈、曹郁文、張淑菁、
謝家婕、黃怡萍

IBON 名單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50 楊佩陵
140 蘇憶屏

100

李瑞騰、王惠美、郭瑞陵、wang-i-heng、nigel、連一澧、
mel.H、Wang、小黃、小黃、史晉瑜、江素玲、吳佳家、
吳佳家、吳柏學、李盈萱、林堉榛、徐芳郁、徐源宏、
高志豪、許褚、郭淑鈴、陳怡叡、陳政翰、彭清芬、
曾品嘉、黃千赫、黃苡晴、黃淑珠、楊添安、蔡旻均、
蔡宣蘋、鄭洽全、戴世和、尤尤鳳雲、尤鳳雲、林美靜、
佘高山、曾繁孝、唐瀚、尤莅倫、許吉旺、陳詠昕、
林易賢、林易賢、林易賢、藍翊禎、黃順煌、陳方柔、
楊沐心、李妍羭、邱佩瑜、藍玉萍、張雅慈、劉家維、
劉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