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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秘書處報告

2021 年 08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00 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165350 肯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陳美靜
20000 朱平
10525 余余飛股份有限公司
10360 威禹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黃冠慈、簡麗端、楊惠玲、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林麒暉
6000 黃冠慈、張恒嘉、莊啟昌、許意芬
5000 陳留惠美
4800 陳金美
4400 林惠慈
3800 新竹分會、林佳明
3633 花一蟻
3200 吳思霈、陳錦榕、吳逸羚、吳思霈、張展源、吳思霈
3000 黃韋蓉
2700 李昀
2560 李繼來、許淑芬、林為宇、劉慧萍、張訊竹
2500 爾灣水利工程工程技師事務所、海潮植物店
2400 黃玲華
2200 陳淑娟
2000 楊和玉、吳怡然、邱虹儒、壽明驊、莊惠珺、高蓉琦
1600 周麗姝、張光宇、廖庭翊
1500 楊茹蘭、林雨晨
1300 哈娜哈魯谷

1200
王建嵐、王甄慧、田惠欣、何美醇、吳伊若、吳紋甄、李承翰、
李璧如、林小琪、林雨萱、孫梅英、馬毓鴻、高漢妮、張嘉珍、
許照蕙、陳誼佳、陳鴻平、黃怡萍、葉佳陵、廖啟勝、蕭丹寧、
戴羿秦、鍾永祥

1000
劉美伶、楊鎔、陳江河、林書漢、高三團、古禮烘、張榮順、
許宮綸、陳琇惠、陳琇惠、高鏡評、何語葳、林汝燕、陳思妍、
陳詩宜、朱佩文、蘇偉誠

980 溫莉芳
800 梁志豪、古禮烘、張潔敏、陳舒培、楊詠筑

600

王思涵、王湘儀、王騰鋒、吳玉娟、李孟慧、李宜叡、周怡君、
林凡芹、林佳瑩、林姿綺、林姿瑩、林昱錡、林美麗、林香涵、
林素絹、林婉瑤、姚雅苓、倪詩雅、涂乃菁、梁倩雲、許貞慧、
許嘉恩、陳卉姍、陳佳娜、陳怡君、陳俞安、彭思瑜、覃天昕、
黃名愃、黃芷芸、黃振瑋、黃翊豪、黃煒茹、黃麗文、詹佳容、
廖容萱、廖雀君、劉怡秀、潘子諭、蔡佩芳、蔡佳蒨、蔡怡君、
蔡芳嘉、蔡絲涵、鄭文政、鄭妤宣、鄭羿君、謝允芳、謝筠、
謝璧涵、鍾于晴、鍾凱雯、簡詩穎、蘇筱涵 . 周益陞

588 朱宣叡、劉笠安

500
周怡均、楊美惠、李麗鈴、李澔穎、林李閱絲匯、李沅美、
陳秀娟、江家妮、馬慧萍、陳智怡、楊國楨、曾宥銓、林以青、
陳新玫、余珮雯、蔡昆宏、黃文毅

400 羅玉芳、林秋君、杜佳真、余佳珍、吳逸羚、張珊菁、胡信灵、
賴純敏、陳梅芳、古禮烘

335 鍾權昱

單筆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300
項春蘭、項春蘭、陳宣甄、沈婉華、王珮慈、何皇德、吳夢涵、
李欣如、沈怡雯、林欣儀、林玲華、林雅玲、洪小晶、張語宸、
郭亦涵、陳思丹、彭意雯、游智幀、黃培凱、黃靖雅、賴宜平、
朱慶穎

270 葉淑玲

200
陳季珣、江銘通、顏文雄 . 顏君翰、王櫻蓉、江志昉、江曉萍、
何芸臻、余亞庭、吳奕萱、林佳玉、林瑋容、郎浩宇、馬君儀、
高勵爭、張念祖、張嘉君、莊巧薇、許恩慈、陳佳佳、陳宥蓁、
陳彥如、陳思妤、陳夢竹、游琇涵、黃惠琳、劉振浩、嚴亞薇

160 陳芊彤
110 洪清祥

100
鄭吉偉、項春蘭、項春蘭、洪清祥、王勝虎、吳呈晞、李佳倩、
高玥鈴、曾千容、程葦棚、黃芸萱、蔡怡湘、鄭全凱、盧芝盈、
嚴淑娟、黃志豪、吳盈娥、林以婕、蕭惟仁

70 洪清祥
50 項春蘭、徐琬晴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3000 王先生

2000 王嘉豪、陳殿崴、黃勢傑、黃顗、李宜珊、陳暄妮、方琪元、
陳禹熙、林俐

1600 劉坤翰
1580 楊宜蓉
1500 林廣源
1200 王玉婷、歐育伶

1000
徐子翔、劉又慈、梁彩倢、陳人虢、侯凱纁、陳可軒、陳人虢、
吳家緯、陳明均、許宏宇、曾榆雯、王珮瑀、陳秀惠、楊姝玟、
吳岳玲、鄭莉敏、魏紫羚、游東翰、廖翊如、吳迪娟、羅思如、
簡紹仁、鄭羽茜、林意如

888 熊惇皓
800 文評
700 徐嘉特、沈東樵、伍宜蓁跟陰牌們
600 陳世駿、黃、賴盈君
800 林亭妤、陳子語
700 文光慶
600 林益興、魏儀雯、賴惠香、陳韻涵
500 李宗諭

500

吳家興、林菘詳、陳致瑋、劉宜佩、邱繼億、顏志發、林菘詳、
kaxu、林書妧、莊崇豪、廖文志、吳宜津、翁品茹、楊橙晞、
黃亭瑞、papaya、鍾綺、黃柏菘、楊雅如、尤書柔、張鳳嬌、
修烈斯、謝欣樺、李永丞、邱暐倫、得順網篩有限公司、
覃郁甄、合創企業社、王震昌、郭宜勲、江文斌、葉子瑄、
蔡心玲、林益屾、林沛笭、張惠雅、林郁薰

450 曾秀英
400 張佳璇、李志良
330 余紹華

300
張佳璇、蔡秉儒、劉俊葳、顏敏如、施忠偉、李元祺、劉慧伶、
曾維揚、唐宜慧、蔡秉儒、林湘渝、張榕羽、陳小姐、羅唯恩、
張馷圻、張多福、尤宥騫、林奕呈、田宸禎、黃耀輝

255 陳妍妮、吳佩容、戴宇恆、張耀庭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00 林冠言
2000 崔台鳳

1000 王國榮 / 沈錦月、呂芸萱、呂宜錚、張尹瀞、陳銘弘、胡湘庭、
朱哲鋒

600 廖述聰、陳佩筠
500 陳美玲、周俊宏、柯慧恩、吳宗勳
354 張珮渝
300 黃于娜
200 高意婷、陳柏寰

100 吳小姐、陳延瑜、黃澄昱、詹程皓、劉建麟、林秋伶、盧緦綺、
林郁珍、江嫤娮、張尹瀞、洪芯慈、張尹瀞

IBON 名單捐款

Open Point 線上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5000 賈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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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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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洪瑩、George Chiang

1000
賴素燕、陳淑琴、金小梅、洪正昌、賴榮孝、江明修、馬孟姚、
蘇西岳、聞國軒、葉國樑、柯一正、吳敦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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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齊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卓慧菀、林庭宇、林榮茂、葉運祺、李孟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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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香、唐安侖、郭美雲、吳依庭、曾瀚儀、施朝凱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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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富傑、楊繡鳳、李桂芳、何悅萍、江彩秋、鄭宇欽、
翁南裕、曾國賓、吳俞萱、曾愛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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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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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瓊華、章君萍、宋祉宣、吳明蕙、孫翌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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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慈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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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珊、
陳春蘭、謝文育、陳學驊、王君竹、唐菁菁、李亦璘、戴政賢、
Yukimasa 幸將手作坊、黃冠茹、曾意婷、陳瑩蓁、呂玟惠、
汪惠玲

定期定額捐款

※ 此徵信為捐款者同意刊登於快報，不等同於捐款紀錄。

楊振銘、廖劭維先生
請與財務部謝小姐聯絡（02-2307-156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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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

沈偵守、洪培琰、翁琬柔、羅健峰、楊子琪、振美月、陳虹羽、
林姵妏、環電科技、錢質光、aiden、葉妤婷、黃湘庭、賴建宏、
曾慶民、賴千恩、高志豪、鍾先生、chiao、林伶芬、戴敏樺、
品榛、陳中漢、李濠副、蔡孟軒、吳芮彤、鄭雅彬、周冠汝、
林家琪、崔瑛倩、李宸睿、劉信才、郭喆豐、陳琬晴

180 李博軒
150 劉家伶、姜俊傑

100

林金典、呂威德、孟欣亞、李岳豪、黃楷勛、張簡媄如、黃柏棋、
滿志隆、鄭臆秋、吳佩瑩、李姿璇、陳品音、陳太太、潘美柑、
林靖淳、黃苡晴、陳天馨、帕嬰、滿志隆、劉濰溱、陳筱芸、
林葦婷、黃上欽、曾姿宜、mel.H、高志豪、劉家伶、沈君鎂、
余書丞、魏偉洲、張小姐、王慧如、小不點、尤鳳雲、林美靜、
林美靜、鄭丁山、少華、陳宣惠、王智韋、陳怡秀、黃彥欽、
藍翊禎、王雅雯、紀宇鍰、林卉婕、陳月娥、陳月娥、溫晴雯、
余睿緒、李婉甄、游以婕、林新祐、黃志裕、黃秋南、黃子棟、
yifan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10 李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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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黃經祥

100 蕭瑞敏、林佳臻、李季持、林佳蓉、莊久慧、陳啟章、李寀甄、
林晏晴、林晏晴、陳宗寬、李宜靜

30 盧奕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