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處報告

2021 年 01-03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零錢捐
金額

捐款者 / 單位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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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ON 1-3 月名單捐款
金額

20000

Ibon 無名氏

10000

鄭啟勲

7700

睿森建材有限公司

8100
7000
6688
6000
5000
4500
4000
3600
3000
2700
2168
2000
1900
1862
1700
1600
1580
1770
1600
1500
1400
1200

捐款者 / 單位

1000

睿森建材有限公司
莫內、許家銘

卓岳不動產有限公司
許家銘

柯緒鈺、曾育建、林昌龍、林昌龍、東山吉他、林宜儒、
林逸軒、曹君華、黃銀河、睿森建材有限公司
蔡璿宇

趙業祥、林裕濱
潘文婷

900
800
745
720
700
650

Ibon 無名氏、吳閔祺、楊蕎榛、莊謹憶、何盼縈、
吳科鋰、徐立達、高義鈞、葉海吟

600

吳怡萱

588

鄭道元

Ibon 無名氏、呂佳蓁、呂佳蓓、周采萱、鄭淑芬、
劉青輝、詹筱翎、陳韋綸、陳冠亞、施如意、姚淑仁、
林彬豐、王正嵐、江啟東、宜蘭縣竹林國小四年仁班、
張宏圖、楊之婕、詹潔妤、趙文邑、趙文邑

550
540
520

曹芷緁
劉軒華

Ibon 無名氏
楊子璇

建興國中 205 全體師生

許琬婷、許芸溱、周家瑋
鄧炎坤

陳淑芬、陳盈妤、蔡顗禾
吳婉瑜、黃秀蓉

游建霖、陳致嘉、曾郁琇、羅志宇

500

捐款者 / 單位

Ibon 無名氏、尤鳳雲、王品皓、王苡璇、田啟聖、
何一芸、何燕玲、吳秀珍、吳佳穎、吳思嫺、吳映輝、
吳學諭、呂萬澤、李欣怡、李冠穎、李詳易、周經偉、
蘇瑜婷、籃國評、魏宏凱、藍宜婕、謝卓雅、鄧采婕、
潘鉦憲、劉瑋婷、劉秋妏、謝欣璇、廖喬塎、廖春濃、
廖春濃、董羽軒、楊雅雯、楊孟珊、黃喬恩、黃秉澤、
程循、陳姵存、陳宗毅、陳宏鎧、許東本、許芸溱、
莊筱玢、梁玲玲、張鳳嬌、高跟旺、涂彤如、胡育誠、
施品萱、阿尼、邱名進、林鈺倫、曾偉嘉、曾佳瑩、
彭林寳玉、傑旭、林素貞、林益興、林喵咪、游輝勇、
王家威、王慈嬡、朱隆璋、吳靜惠、李哲凱、沈俞吟、
京威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林美良、邱湘鈞、
冠翔房屋有限公司、施飛帆、胡家豪、胡儀峰、徐菀苓、
徐嘉欣、高愛嵋、張竹昕、張宗保、陳又肇、陳仕偉、
陳俊宇、陳柏言、陳暐涵、椛塢記事、游東翰、游芬婷、
舒貴榮、馮萌蕙、黃于珉、黃恬盷、黃新皓、黃筱雯、
楊文東、楊佩蓉、楊家齊、楊皖貽、廖哲慶、蔡幼、
蔡岳霖、蔡嘉洋、鄧有助、蕭睿妍、謝郁涵、謝彩霞、
藍堉玟、譚國祥、蘇立維
邱佳鈴、許展豪、廖進維

蔡杰裕、張芳瑀、時昇、林育萱、蘇軒巧
HE JIAN WEI
Ibon 無名氏

Ibon 無名氏、花季琳、何坤鴻、陳柏竣
王逸恆

summer、王承翰、何南福德財神廟、李采凌、練桓瑋、
蔡小梅、劉育福、廖予嫙、黃山中、童沐華、陳嘉祥、
陳宗吾、許芸榛、林波妞、凃文凱、陳虹羽、華培亦、
黃曼倪、趙木
蔡昕志
許嘉文

練桓瑋、陳方盈
范揚洪

Ibon 無名氏、bill wu、chien、Frank、HOU、
lee bee fang、luweitzu、rabby、大甲鎮瀾宮眾神明、
王英明、王莊美雲、王皓、王藙蓁、朱佩姍、朱薪銘、
江 coffee、何奇峰、吳有峻、李佩儒、李佳璇、杜瑾璿、
谷曉生、辛易哲、蘇美華、寶貝聖物們、羅巧雯、顏吉隆、
顏志發、簡淑薇、賴瀅如、鄭才賦、蔡宛蓁、潘家豪、
劉麗英、謝承佑、賴宜沛、劉育辰、廖巧儒、葉宸瑋、
楊昆松、楊虹鈺、黃瑜珍、黃閔潔、黃琳芸、黃思嘉、
黃秉澤、黃羽呈、黃立言、童祐鼎、陳筠婕、陳綺君、
陳培群、陳郁汝、陳禹靜、陳柏君、陳姿余、陳延彰、
陳弘嘉、陳中棋、許乃文、梁金亮、張鳳嬌、張琬淇、
張梓莘、張特彰、張祐誠、張勻瑋、高韻涵、常吉、
徐翰祥、翁茂勝、夏敏涵、柯亭如、邱柏儒、林嘉儀、
曾彥杰、曾沁瑜、陸小曼、許議文、林穎廷、林意、
林逸榛、林莘喬、林芳竹、林俊緯、林易明、林怡禎、
林佳瑀、林宜蓁、林伯維、林沂旻、林仲緯、林中彥、
游輝勇、王沛瑄、王勝嶢、王勝嶢、王震昌、
合創企業社、朱婷婷、吳李畫、吳紹揚、吳登輝、
呂珍伶、李佳綾、李雅琇、谷宜錚、林小白、林弘政、
林岳宏、林昆志、林意珊、林詩琪、林麗雪、凃承言、
南豐門市、施承甫、施家琪、洪杰民、洪婕語、凌英盛、
翁煇興、翁馝璘、張文政、張菀渝、郭永賦、郭俊佑、
陳佩宜、陳宥希、陳柏君、陳庭慕、陳晋緯、陳逸鐘、
傅小比、黃秀蓉、黃貝佳、黃恬盷、黃郁婷、黃逸銜、
黃靖詒、黃翰廷、楊佩蓉、楊佩蓉、詹昀衡、劉良玲、
劉晉瑋、歐怡婷、鍾澄昌、顏千雅、魏勝評、羅紹恩、
蘇家瑩、鐘琇薇、周庭安、林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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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捐款者 / 單位

480

楊鎮嘉

437

林宜勳

400

奶精、李佳蓁、李長春 & 李世玉 & 何秀真 & 張梅春、
謝嘉祈、戴愛麗、蕭妤芳、給陳姿帆供養的山精、
郭敬佳、游雅媛、方善璽、王旻琇、李玟彥、許石丁、
Ibon 無名氏、陳世龍

金額

捐款者 / 單位

185

張惟翔

168

陳淳禎、何佳容

150

Miyuki、吳逸羚

140

趙彥妮

130

郭定楠

Ibon 無名氏

129

李大輝

台中抹茶控

120

Ibon 無名氏

333

鄭雅文

320

黃小姐

120

張嘉顯、陳順明

110

Ibon 無名氏

101

Ibon 無名氏

300

Ibon 無名氏、charlie、丁浩原、小築公司、北斗國中、
白宜禾、好心人、何玉玲、何玉瑄、何美月、吳秀敏、
李佑伶、李玟茹、卓香君、蘇郁涵、蘇子雲、簡欣儀、
賴麗卉、錢愛智、戴宇恆、蕭茗峯、蔡函憶、劉怡秀、
劉明宏、劉先生、褚淑麗、廖啟超、楊順淵、黃鈺娟、
黃筠淳、黃盈智、陳小姐、張懿文、張鳳嬌、張娟綿、
張宇駿、振美月、徐珮娟、胡銀童、洪淇郁、邱縵婕、
玩具城、林澈、游淑慧、陳麗庭、林意珊、林亞雯、
林玉子、尤宥騫、王宥心、王雅琳、吳貞容、吳雅鈴、
汪昱良、卓佳慧、邱葉能、邱葉能、姜昀孜、施則亦、
柯正祐、洪育綾、高菁穗、張正翰、張絮筑、張德陽、
張馨菀、梁友純、陳妍妮、陳怡臻、陳彥達、陳樂菲、
陳樂菲、陳寶綺、曾昭恩、童勢竣、童勢竣、黃勻芃、
詹仁智、詹雅筑、廖昱瑋、劉俊宏、劉珮淳、蕭志瑋

100

Ibon 無名氏、Wei He、wufamily、丁蒼毅、
十方法界一切諸有情眾、尤鳳雲、王柔琇、王敏琇、
王惠芸、王龍景得、王耀樟、玉皇大帝、田雅妃、
成孝華、江仁和、江政㯋、江瑞軒、吳逸羚、吳雅雄、
吳碧鳳、吳蘧芳、呂長紘、呂翊菲、志宇、李丹琳、
李沁育、李坤穎、李雅勤、李瑞騰、周翰汶、
願十方眾生有功德福慧、顏喬晞、鍾麗靜、謝漢威、
謝慶憲、謝育禎、賴藝薇、繆朋助、蕭琬頤、蕭皓傑、
蕭丞傑、鄭嘉容、鄭媚方、鄧彩鳳、鄭宇程、鄭秝淳、
蔣銘陽 & 蔣庚寰 & 蔣典璋、豬皇時代、蔡鎮遠、潘彥伶、
潘秀娟、劉淨云、劉韋君、劉威延、趙榮振、蒲綵彤、
瑪莉媽媽、廖栢畇、廖栢畇、廖孟羿、廖孟羿、廖明忠、
葉梅玉、葉宜婷、楊淑安、黃慧玲、黃漢雄、黃聖軒、
黃雅惠、黃翊甄、黃柄樺、黃柄樺、黃美燕、黃佳翎、
黃正義、黃勻芊、陳筱芸、陳淑真、陳政翰、陳宥希、
陳泳輝、陳芷盈、陳玗靚、陳芃伊、陳土春、許雅芳、
許緯倫、許時豪、許志瑋、莊聰輝、粘峻誌、張凱茵、
張桂鳳、張郁晴、張原欣、張予甄、袁芳淼、高上濂、
恩峻恩川、翁君慧、徐芳郁、唐智豪、胡盈楹、洪旻寬、
施諭澤、施孜忞、帥哥、邱睿羚、邱馨誼、阿彌陀佛、
林福慶、曾慶民 & 陳依萱、曾庭宜、曾品嘉、彭于庭、
彭存潔、彭姵瑜、彭晉揚、彭清芬、陳毅恆、陳學舜、
陳麗琴、徐慈君、林紹綸、林紘如、林倫君、林苡儂、
林美靜、林政漢、林柏鴻、林金典、林怡璇、林沂霈、
林子躍、yensheng、尤鳳雲、王翔萱、石晉瑋、何雨潤、
何彥霖、何瑞謀、吳裕雄、李文淵、李岱瑾、林士豪、
林后君、林易賢、林易賢、林東陶、林思伶、林美媛、
林若瑩、林庭宇、林蔡儉、姜俊傑、柯辰儀、夏郁涵、
徐瑄華、張子純、張恩靜、張莠梅、張嘉文、莊宜潔、
陳方柔、陳月娥、陳百超、陳姝予、陳政鈞、陳美娟、
陳婕妤、陳詠昕、曾佩卿、曾勝昇、曾筱媛、湯弘君、
鈕迎愉、黃名榛、黃冠豪、黃姿瑜、黃婷蕙、黃雅慧、
黃順煌、黃順煌、愛麗師占卜舖、楊佳綸、楊凱文、
葉幸珠、葉松樺、劉昭頤、潘保源、潘品榛、蔡青容、
蔣冠博、盧漢堡、賴旻伶、薛彩岑、謝宗霖、藍旭宏、
藍翊禎、魏崧崴、劉孟澄

450

380
339

張恩齊

250

Ibon 無名氏、尤鳳雲、蔡芳錦、楊惠雯、楊正鴻、
黃雅玲、黃佳翎、陳鈺凱、郭郁陽、洪懷謙、洪慈謙、
洪正德、林美靜、林佩璇、林依涵、林宏倫、方冠驊、
何建誼、林文惠、夏立君、陳銘莉、蔡芳錦

200

Ibon 無名氏、yiling、yuanpeng、人虢、小黑鴿、小賴、
方品家、王承翰、王俞涵、王嬿粧、功德迴向給佛牌們、
朱勁安、朱慧芸、江小平、江紫婷、江黃一家、何奇峰、
吳瑞恩、巫宗祐、李小姐、李佳燕、李柏、李晉、李健盟、
李陳秀玉、沈欣樺、沈彥勳、沈偵守、卓其賢、周建國、
謝惠敏、謝騏楓、鍾怡婷、薛素娥、蕭宇成、盧珮蓁、
蔡睿恩、蔡雨馨、蔡宜珊、潘家齊、劉雅婷、劉惠雯、
劉柏毅、劉品德、藍寶、賴如琳、蔡明廷、賴弘諺、
端木紹丞、端木琳恩、瘋泰妃泰靚、廖國鳳、廖依華、
鄒騰毅、廖茂宇、溫妮、葉又慈、楊小姐、新壢智門市、
想不到吧、黃福榮、黃柏棋、黃佳君、馮紹瑄、陳儀宸、
陳曼妮、陳苡錚、陳建宏、陳品豪、陳芳怡、陳秀碧、
陳安晴、陳小姐、郭威君、郭建勳、郭晏綾、許育瑄、
張鳳嬌、張瑛娜、張雍青、張敏男、張琇雅、張宇駿、
張宇駿、高雅雲、高永茂、翁琬柔、徐沛雯、孫博彥、
唐芷淋、韋佾賢、洪暐皓、洪貞珍、洪貞淑、施孜忞、
林齊如、游瀅婕、曾佳瑩、彭憶芬、陳麗琴、郭孟慈、
林濬宸、林意珊、林意珊、林意珊、林晉祥、林政儒、
林俞佑、林侯榭榴、林俊瑋、林貝真、林佳怡、林玉霖、
林立翔、林巧涵、林子謦、wow 娃娃娃機店、王世祥、
王惠玲、江羽健、何建誼、吳文貴、吳秀貞、吳彩屏、
吳遠淳、宋豐軒、巫唐馨、李世豪、李志鵬、李佩臻、
李湘羚、林育如、林俞佑、林渝璇、林逸民、林繐綺、
侯佩岑、洪詩惟、徐瑞堂、張羽函、張馷圻、莊朝翔、
莊越程、許淑芳、許喬勝、陳怡秀、陳亭瑋、陳惠亭、
曾儀茹、黃文廷、黃威睿、黃敏村、楊馥瑄、廖育偉、
劉紫綺、潘怡琳、蔡玉婷、鄭鈞元、鄭閎睿、鄭筱儒、
盧子萱、羅裕鈞、蘇見、蘇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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