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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2015年10月份徵信
整理 /財務部

份徵信
整 ／財務部

單筆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統 巴克股份 限公司

朱繼賢

社團法人 灣連雲文教 會

雅蘭

天主教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陳邦 、蘇柄南

林弘文、高明哲

萬里綠生活小舖

林慧玲、施芬如、徐志忠

柯典

王靜慧、施懷棻、高寬旭、詹逸凡、

鄭 巧、鄭宏毅

慕江寧

昕岑

劉盈君

惠玉

林

盈昌、劉 秀、鄭文瑜、鄭明棋、

蕭儒遠、薛芳芝

吳怡蒨、周正和、林玲玲、孫淑娟、

許昭真、劉仁 、劉醇屯、羅逸玲、

中菱建 限公司、允昌國際 限公

司、誼虹科 股份 限公司

許翠

廖梅雅

饒夢曄

林義隆

方淑宜、古國 、江甫修、何嘉煌、

林淑玲、林逸玲、洪嘉禧、徐梓修、

高欣慧、張鳳儀、 慶潁、 博、

陳 靖、黃鈺婷、黃慧 、葉 庭、

雲林分會無名氏、總會無名氏

楊玫

張玉龍、趙淑 、賴樂云、謝碧鳳

王瓊翎

無名氏

沈婉華、胡立德、曾錦榮、魏伶珍

朱蘭英

王家宜、呂素瓊、黃欣怡 文建、藍

惠美

劉自堅

黃木擇

吳逸倩

宋 鴻、盧珮珊、馮 、佳鶴園藝、

撲攏拱拍拍 攝影團

邱怡昌

指定單筆捐 ： 校自然工程
金額 捐 者／單位

陳淑

南投縣鹿谷鄉文昌國小

王乃民、汪國香、陳孟 、陳愛珣、

楊敏 、詹元隆、蔡世勇

中市 屯區陳 國小

中市 屯區東光國小

中市東勢區東華國中

邱文偉、邱麗芬、張克儉

縣芳苑鄉漢寶國小

龍吟讀 會

何銘倫

游宗曉

于美美

楊政穎

游宗曉

林武淮

指定單筆捐 ： 皂 健
金額 捐 者／單位

黃惠珠

王妍鴒、邱玲子、崔 心、郭錦鳳、

蘇振文

指定單筆捐 ： 地 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周 晶

黃惠珠

陳鳳雀

楊光華

吉成呂美滿 家

指定單筆捐 ： 大山背梭德氏

赤蛙 地之砌石溝渠 育計畫
金額 捐 者／單位

施芬如

吳思佳、邱瑞英、張正敏、張靜珠、

陳怡秀、彭瑞楨、游淑鳳、蔡慧珍、

鄭宇倫

吳億麟、施麗明、 春蘭、蔡介仁、

賴 慈

張鈺芳

吳 苑

謝秀娟、謝翰

王聖發

呂素瓊、翁佳惠、張 瑋、葉香君、

葉家毅、鍾存葳、顏淑芬

王秀文、石安弘、石安頡、吳麗紅、

呂怡芬、呂 蓁、呂修宜、 萱、

宥崴、 建憲、 郁慈、 茗哲、

茗淮、 雲洲、 河、 曉嵐、

艷祺、 雅萍、林仕傑、林宏政、

林宏澤、林育辰、林昱安、林意晴、

林新邦、林聖岳、林聖傑、邱啟軒、

邱捷妤、邱竣陽、邱鳳 、邱慧瑩、

金世明、金鉉崴、金鉉智、 翁治、

聖君、柯采晏、柳仁祥、柳豐禾、

洪麗雯、 佑誠、 佑寧、 饒耀、

孫偲華、孫偲寧、孫瑜揮、秦 華、

秦亦仙、秦宇希、秦睿儀、張 璿、

張 薰、張弘儒、張立 、張宇誠、

張明朝、張金屏、張郁琪、張家琦、

張家源、張 瑋、張博皓、張筱萍、

張墨染、許洽道、許 瑞、許智芳、

許舒涵、陳仲 、陳佳佳、陳孟劭、

陳怡如、陳秉漢、陳秉寬、陳信龍、

陳品諺、陳春 、陳昱如、陳秋助、

陳國 、陳琦芮、陳瑋慈、陳瑜婷、

陳 權、陳璿修、陳懷堂、陳麒文、

彭宥騫、彭紹烜、彭毓榛、彭筱喬、

曾心兪、曾麒憲、童秉儀、粟紀中、

粟睦晴、粟睦萍、粟睦蓉、黃子紘、

黃宏騏、黃品喻、黃品瑄、黃淑珮、

黃瓈毅、楊子慶、楊弘吉、楊馥慈、

葉玉如、葉貞吟、詹于萱、詹皇治、

詹朕勳、廖梁燕妮、劉沛穎、劉昊昀、

劉 語、劉家妤、劉家宏、劉家隆、

劉恩玗、劉軒綸、潘栩安、蔡人豪、

蔡 惠、蔡沂恩、蔡亞 、蔡孟臻、

蔡宜謙、蔡 翰、蔡旻蓁、蔡明昌、

蔡昕嬡、蔡振賢、蔡詠謙、蔡詠馨、

鄭吉君、鄭如良、賴定豪、賴博宇、

賴熙悅、戴瑞青、謝佩霞、謝依純、

謝明谷、謝柏尉、謝晴恩、謝華君、

謝詠芬、龐志翔、藺芊珈

定期定額捐
金額 捐 者／單位

賈堅

柯 全

周政賢

方國運、何秋妹、蔡玉玲

鄭弘

陳若曦、游顯瑚、黃品樺

方珮維、王瓊梅、古智偉、史 香、

江佳駿、吳勝賢、 文美、 育欣、

建輝、 裕仁、 嘉烈、易伯良、

林清南、林嘉音、洪正昌、洪琪真、

徐英進、馬孟姚、張玉欣、 永和、

陳俊霖、陳美玉、陳淑 、陳森泉、

陸 萍、曾藍瑩、游秀錦、黃 安、

黃芝葦、黃寶瑤、楊菁芬、詹仁禮、

廖顯蔚、劉威揚、劉淑榕、蔡岳璋、

蔡洪瑩、鄧美慧、賴素貞、賴素燕、

謝文蘭、謝惠娟、羅 廷、嚴舜隆

文豐

林翠瓶、邱熙亭、陳昭佑、羅銀峰、

蘇崧

游晨

玲玲、王清風、王連發、石慧芬、

何悅萍、吳辰賢、吳菁華、宋明佳、

文慧、林佩琪、施玉玲、洪 益、

徐雯雯、涂景美、張財 、張愛媛、

張瑜芬、張瀛仁、 瓊 、 馥寧、

許明滿、郭純陽、郭詹 、郭憶梅、

郭麗雯、陳若凡、馮振 、黃香萍、

楊素霞、楊富傑、溫英棋、詹慶瑜、

雷秀萍、廖秀玉、廖淑華、廖 進、

劉如嫚、鄭涵云、謝 幼、蘇西岳

方 馨、毛麗華、王如琦、王宥臻、

王苡人、何 昀、何明 、吳 鳳、

吳振維、吳晨瑋、呂秀紅、呂美玲、

明、汪惠玲、阮筱芳、周思怡、

林心歆、林新燕、邱武科、邱錦松、

施惠玲、洪妙玲、張語瑄、張鴻鼎、

秀娟、許烜 、郭家吟、陳玉淩、

陳佳龍、陳俊才、陳建婷、陳春蘭、

陳偵卿、陳梅芬、陳瑠芳、陸青梅、

傅立衡、曾國賓、曾詩珊、曾耀 、

費維梅、黃秉森、黃洲鳳、黃美梅、

黃慧如、楊 岳、熊淳惠、劉振玉、

劉蕙寧、蕭瑞敏、謝振生、顏希芝、

羅秀

憲中

葉淑婷

林 潁、林純如、蘇美足

吳珊 、紀靜宜

林家櫟

指定定期定額捐 ： 地 護
金額 捐 者／單位

江鋆欗

陳澄

鄭金快

陳秋蓉、陳嘉興、蒲麗霞

王筱茹、甘為君、吳君偉、 欣瑜、

洪佩玉、葉國樑、劉錦靜、鍾文 、

魏彩玲、嚴仲陽

黃瓊諄

王盈

余鋒銳、吳姿滿、 桂芳、周淑萍、

林輝棠、張志豪、張哲豪、陳碧瑤、

黃進益、黃鉦原、黃德秀、蔡文娟、

謝麒豐

黃瓊慧、鐘淑瀞

王美嘉、朱湘吉、何艷蘋、吳以玟、

林妙如、林依 、林麗卿、徐 強、

袁慧卿、張銘芬、郭 君、陳怡如、

陳儷予、黃 娟、謝心怡、謝文萍、

蘇瓊華

春和

尤禮慧、陳 枝、曾秀菊、劉子瑄

指定定期定額捐 ：國際荒野
金額 捐 者／單位

鄧美慧、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