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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300 張麗玉、陳堅華、張鈺玟 . 曾娉妍、沈婉華、楊振銘、李楊明月、

蔡昆宏、李楊明月
200 張永勳、李勳燦、何琦、黃香慈、黃綵婕、劉怡君
180 黃耿諒
100 田芳企業社、許月琴、黃志豪、吳健秋
10 莊燿鴻

2021 年10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000 彭美玲
8000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豪門彩色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張碧娥、
凌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776 購地竹筒 - 高蜂八基 / 北育八基等

30000 大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和平扶輪社、
環電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

15000 關東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蔡國棟、邱淑貞、張政雄、
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9600 吳思霈、張訊竹、劉娟志
8000 曾琇敏
6600 李足歡手工皂
6400 林君蘭、張靜珠、陳梅芳、陳錦榕、李霞、黃嘉瑩
6000 應奇錦、劉士誠
5000 許珮珊、林怡菁
4800 白佩玉、李潛龍、許天麟、姚綺娟
4000 林義隆、藍振峰、李玲珠
3840 陳柏豪

3200 郭峰雄、莊詠婷、蘇雅婷、陳金美、胡淑嫻、黃其君、王星卯、
吳逸羚、陳逸樺、陳淑慧、陳梅芳、劉娟志、張訊竹、陳淑慧

3000 傅大川

2560 楊少君、詹立筠、林雅倩、莊燿鴻、陳祥、藍溫菱、姚綺娟、
莊麗華、黃內瑛

2551 曾彥翔
2528 植觀線上課共捐
2500 劉美琪、涂振和
2435 新竹分會
2400 吳思霈、黃嘉瑩、歐孟茹、謝玉貞
2000 高一親子團杏鮑菇、玄武岩、鍾權昱、張碧娥、鄧榮娟
1985 親子共學團
1920 項春蘭
1800 謝國發
1600 廖靜薇、游晨薇、賴翠林、張瓊娥、李宜洵、林君蘭、張展源

1500 劉茂川、李寶連 . 宋德賢 . 宋彩薇、宇城商行

1280 林麗雪、林惠慈
1255 王奕立
1200 黃嘉瑩、羅玉芳

1000
張軒禎、李婕妤、高鏡評、陳玠余、陳先生、林弘國、章恬瑛、
鄭佳文、吳成夫、方嘉慶、高蓉琦、蕭千金、謝佩珊、林弘國、
莊棨貿

800 李繼來、王櫻儒、謝玉貞、洪秀婷
700 柯典一
647 鍾權昱
600 趙玉琪

500 李麗鈴、黃嘉隆、陳秀娟、莊智偉、蔡尚佑、戴孜玲、黃光照、
陳潤群、林佳瑩、楊國楨

333 鄧榮娟

單筆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6000 陳澄
2000 方國運、林淑雯、梁俊益、黃芝葦、劉建隆、游瑞欽
1600 林麒暉
1500 徐嘉成、張智堡、謝文蘭、粘木桂、張智堡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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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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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華

800 劉佳甄

600
陳碧瑤、林庭宇、林榮茂、葉運祺、李孟潔、曹文豐、陳麗如、
江芝迎、林錫傑、林馨玫、游馥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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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素華

520 蔡宜臻

500
賴芳玉、丁玲玲、郭純陽、楊岳校、何悅萍、楊秀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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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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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惠玲、蔡欣穎、宋祉宣、王臆鈴、戴志青、
王禎彤、范秋屏、陳沛杉、謝依純、葉宜欣、曾凱平、黃子寧、
古淑玲、陳盈朱、周重華、游慈雲、徐鈺芬、林郁青、吳進安、
陳秀玲、戴珮芳、張語瑄、吳佳玲、江筱釩、施孟宜、蔣家豪、
陳昇衛、陳宜珊、陳春蘭、陳學驊、郭惠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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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恩宇、謝玟蒨、陳和檍、游慈雲

210 李岳穎

200 劉子瑄、王英驊、陳美靜、林奕彣、何彩華、趙李阿素、陳欣翎、
廖志彬

150 何庭瑄

100 林佳臻、李季持、林佳蓉、莊久慧、陳啟章、李寀甄、陳宗寬、
李宜靜

30 盧奕禎

定期定額捐款

楊振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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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徵信為捐款者同意刊登於快報，不等同於捐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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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0000 許先生 / 小姐
20000 蔡國輝
6666 Ame chen 做公益
6000 chen
5000 許家銘
3700 有愛小天使
2000 陳鉅松、方鵬智、李果錦
1800 林先生 / 小姐

1247 宋姿瑩

1200 詹昇寰

1000
張謙鈺、王郁婷、匡俊儒、涓、高麒璋、張秋怡、張紹楨 . 郭
芳妙、陳安石、陳品潓、陳柏輝、黃先生、陳昱瑋、蔡東晏、
陳嘉展、廖常淳、江仲杰、林建兌、曾隆裕、許綉琪、蔡亦欣、
蔡家玥、李彥樺、楊尉絃、陳俊宏、陳嘉浩、董羽軒、姜宜萍

600 張皓然、陳秀花、劉柏均

500

Liu、羅幼喬、zhong、朱薪銘、吳事、吳英華、周怡妏、邱、
邱顗宸、張珽瑀、張鳳嬌、陳世駿、陳騏睿、復興商工術一忠、
曾永慶、楊雅如、楊橙希、詹皇旂、劉邦琦、蔡維珊、盧珮蓁、
顏靖霙、關聖帝君、陳冠任、陳怡靜、何瀚霖、覃郁甄、潘奕嘉、
林尚鈞、蘇昱蓁、李美齡、拓宇窗簾、沈婉婷、詹瓊璋、蔡正國、
彭玉婷、名崴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400 郭詩怡、蘇紫誼、吳彥廷
362 王律婷

300
香楊門市、李莉嫻、防彈少年團、林富源、林樂樂、昱享、
高子庭、張榮顯、陳天圳、陳宜妏、YEH.CHUNG-YUNG、
林美靜、李柏均、唐瑄、江尚駿、宸碩、陳妍婕、鄧教平、
王錦蓮、劉映汝、呂珍伶、黃琳軒、梁友蓉

290 王沛瑄
250 施成章、陳仕泓、戴宇恆、羅唯芯

222 姜懿芯

200

bruce、lok、陳姝聿、王子森、王文成、何陞陽、李宜潔、
林亞雯、林怡瑄、林宥霏、邱姷緁、柯媁筑、洪崇仁、紀柔萱、
徐偉庭、高志豪、郭旭絜、陳昫汝、陳虹羽、温振星、黃詩惟、
葉健元、劉承勳、蔡思婷、蔡穎瑄、YEH.CHUNG-YUNG、
黃耀輝、潘玉庭、鍾志朋、銀銀、林千芸、廖崇智、黃筱懿

150 楊郁恩、陳佩妤
111 林郁欣
105 肖戰、曹雅如

100

戴王、jason、tai、尤建順、王子玲、王素梅、史晉瑜、江芳婷、
何思嘉、何溢豐、吳、吳佳璇、李秉粲、李堂瑋、李堂瑋、林、
林書銘、林穎靖、施宇杰、施孟元、洪承宏、徐小姐、涂、
高志豪、高志豪、張世英、張家鴻、張詠瑋、曹聖宏、許褚、
郭建興、陳、陳怡君、陳金泰、陳金泰、陳謙宜、曾森林、
黃榆翔、黃輔暘、楊張欣予、楊嘉凱、葉彥岑、詹承哲、滿志隆、
蔡正薇、蔡正薇、蔡正薇、蔡詠晴、蕭緁姈、闕婕羽、曾玉英、
滿志隆、辛郁萱、沈海玲、沈海玲、邱郁峰、鄭伊芯、林士豪、
林佳正、王達立、林易賢、、藍翊禎、邱子閎、鍾玉軒、陳思羽、
許淵雅、蒲綵彤、陳、蔡明翰、許重賢、林筱容、陳大丙、
陳福壽、張立強、黃秋南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000 張惠雯
1000 郭如玶、陳柏寰、郭明姿、吳鎧富、劉嘉琦
500 侯湘聆、黃子庭、林媛瑜、陳力煌、李欣芳、白世勛
300 王萱琳
200 卓依瑄、王小明、陳星惠、吳兆軒、朱藝貴、林家伃、林睿鴻
186 于聿芸

100 Sarah、李長紘、江澤恩、佳瑩 Test、oskar、李念慈、李栢旭、
賴俊榮、曾清璟、黃照進、江澤恩、應維、來自媽媽的油飯

IBON 名單捐款 Open Point 線上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