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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單筆捐 ：ĴĲĺ 校自然工程ġ
捐 者／單位ġ
陳沁梅ġ
賴榮孝ġ
高 無 氏ġ
逸盛科 股份 限 司ġ
黃振福ġ
蘇崧 ġ
江孟謙、 耿中、陳俊霖、傅大川、
鄧秀卿ġ
南山主任精銳 ıķ 期第二組ġ
胡淑嫻ġ
林毅軒、葉信 、蕭明昇ġ
林維正ġ
親子團山豬營第 ĵ 期ġ
邱秀珠、廖梅 ġ
施芬如、陳江河ġ
親子團嘉 團 鼓隊ġ
親子團南 團ġ
王靜慧、許 和、游遠蓮、鄭ġ 巧、
謝玲芝、國語 小二 級、親子團
五團ġ
徐儀庭、張瀛方、楊繡鳳ġ
游東炎、撲攏拱拍拍 ňŐ 攝影團ġ
黃靜茹ġ
張美玲、陳璋玲ġ
王佑嘉、王念翔、王銘鶴、王璽 、
王麒穎、朱妙慧、何姵臻、吳金生、
吳婉 、吳竟暄、吳順卿、 昀澤、
健偉、沈梓 、周明潔、周品錞、
周琪慧、林子嫆、林立偉、林均展、
林均橙、林廷諺、林志誠、林忻 、
林 蓁、林欣 、林芷安、林宣辰、
林炯熹、林美妤、林家宣、林詠 、
林詠鈞、林靜怡、林瓊華、邱恩匯、
邱 娟、侯怡甄、侯皓 、侯廣奇、
洪于 、徐子涵、徐聖閎、郝浥竹、
張予晨、張予曦、張 晨、張珈 、
張恩慈、張恩德、張菡庭、張 萍、
梁如沛、郭育睿、陳立朋、陳宇翔、
陳岍 、陳宜屏、陳品妤、陳品翔、
陳宥任、陳宥嘉、陳宥橙、陳弈澄、
陳祈諺、陳科諺、陳美芬、陳國濱、
陳稚涵、曾秀英、曾煥琦、曾瓊慧、
黃宥 、黃朝武、黃語謙、楊立誠、
楊婕渝、董秉迅、董潔昕、詹夏 、
趙 瑞、劉品希、劉品言、劉 綺、
蔡友晟、蔡立歆、蔡沅甫、鄭羽涵、
鄭皓升、盧文 、盧敦悅、賴元魁、
賴卉穎、賴品臻、駱鼎鈞、謝沛恩、
魏翊茜、魏瑄汝、羅元希、羅
、
羅巧詅、羅仲儀、羅偉慈、蘇光 、
蘇振銘、龔美蓮、中 建
限 司、
允昌國際 限 司、 主教曉明女子
高級中學、誼虹科 股份 限 司ġ
吳秋慧ġ
宮美華ġ
宜蘭無 氏ġ
親子團高二團ġ
林子涵ġ
林淑煇、姚相 、陳淑 、新埔國小ġ
怡萱、馬慧 、劉華堉ġ
陳怡伶、親子團高三團ġ
沈婉華、胡立德、翁南裕、楊ġ 玫、
簡婉如ġ
荒野 護 會 園分會ġ
許育銘ġ
總會無 氏ġ
王麗珠、林佩 ġ
張美惠ġ
中分會捐 箱、朱藍英ġ
仲成、季琦甄、 金梅、 曉玲、
婉 、
傑、程念慈、楊佳諳、
楊竣富、蔡佳靜、蘇春豐、佳鶴園藝ġ

指定單筆捐 ：國際荒野ġ
金額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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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者／單位ġ
黃志揚ġ

金額ġ

捐 者／單位ġ
ķĺĲ 點創意市 ġ
苗栗縣 蘭鎮內灣國小ġ
苗栗縣竹南鎮竹興國小ġ
中市外埔區外埔國小ġ
苗栗縣 蘭鎮雙連國小ġ
苗栗縣 間鄉新民國小ġ
中市大肚區大忠國小ġ
二手物義 ġ
苗栗市文山國小ġ
苗栗縣苑裡鎮林森國小ġ
九德國小五 七 、九德國小五 二
、九德國小五
、苗栗縣 蘭
鎮內灣國小ġ
中市烏日區九德國小ġ

指定單筆捐 ：
金額ġ

定期定額捐 ġ
金額ġ

地 護ġ

捐 者／單位ġ
婷琍ġ
東吳社工系 ĴŃġ
陳君健ġ
宋家維、張榮順ġ
黃培崇ġ

指定單筆捐 ：ĳıĲķ 諸羅 蛙
金額ġ

劉易錩、劉建易、劉思妤、劉美女、
劉 鐘、劉嘉益、劉漢鼎、蔡宜謙、
蔡忠勳、蔡昌玹、蔡國 、蔡國鎮、
蔡睿敏、蔣碧萍、鄭欣慧、鄭秋香、
鄭富仁、鄭曉青、魯信光、盧麗真、
蕭文 、蕭國堅、蕭 方、蕭翠瑩、
賴又嘉、賴成喜、賴威列、賴威宏、
賴政友、賴郁芬、賴榮正、賴榮藏、
賴慧燕、賴燕玉、戴政 、戴瓊 、
謝文萍、謝金龍、謝振東、謝淑蘭、
謝慧暹、謝曜隆、鍾明真、鍾愛幸、
簡國祥、顏美娟、魏伶珍、魏華萱、
魏懷親、羅玉芳、羅英玲、蘇志盛、
蘇芳慧、蘇皇助、蘇崧 、鐘貴芝、
龔意評ġ

地 育計畫ġ

捐 者／單位ġ
簡文哲ġ
吳明熹、吳青 、吳惠 、吳憲宗、
吳豐君、呂嘉耘、宋明光、 文美、
裕宏、林明德、林翠蓉、林學藩、
侯姿伶、陳世揚、陳玉松、曾含香、
黃明 、黃筱筠、楊 樂、楊松育、
詹仁禮、廖國卿、劉美鳳、蕭明昇、
賴文中、戴臆珊、顏嘉慧ġ
于美美、方宏聲、王中恕、王 品、
王志南、王秀娟、王建興、王國榮、
王傅民、甘偉文、 啟妏、石曉華、
江佳玶、何文華、何瓊紋、 玉雯、
秀珍、 益 、 淑華、 楊新 、
吳 妙、吳 惠、吳宜人、吳建志、
吳婉甄、吳淑英、吳惠慧、吳緯 、
吳靜 、呂佩 、呂明璋、宋柏修、
岑 群、 元宏、 世易、 志 、
建源、 美玉、 家羚、 益 、
淑芬、 朝耀、 華慧、 瑞國、
蕙娟、 蕙馨、杜淑惠、杜 鈴、
沈長憲、沈健明、沈淑香、沈曉琪、
周玓宇、周盟傑、周嘉臣、林正 、
林君紋、林君蘭、林秀麗、林育菁、
林俊成、林俐秀、林冠伶、林珈如、
林淑娟、林揚智、林意玲、林毓淳、
林夢榕、林慶驊、林燕如、林靜怡、
邱文華、邱睦卿、邱詩云、邱 娟、
施柏魁、洪 碩、洪佩玉、胡志宏、
范瓊分、凌千惠、唐炘炘、孫惠如、
徐信東、徐淳鈴、徐詩婷、涂正元、
涂惠文、翁瑞宏、袁雲英、馬婉 、
高明泉、高凌宇、康淑涵、張忠潔、
張明松、張林利蓮、張恩惠、張振中、
張榮寬、張璨 、張簡鳳蓮、張曦文、
燿鴻、許 麟、許淑玲、許 婷、
許順展、郭秋時、郭湘綺、郭瑞芳、
陳大 、陳介緯、陳巧倫、陳江河、
陳君健、陳君 、陳怡靜、陳明山、
陳俊安、陳俐穎、陳盈潔、陳美竹、
陳美惠、陳若雲、陳貞妤、陳格宗、
陳素蘭、陳紫 、陳 娟、陳敬人、
陳 瑾、陳鼎翔、陳嘉麒、陳漪屏、
陳蕙 、傅貞菁、曾智 、游安君、
黃正楠、黃正擁、黃志源、黃其君、
黃妴 、黃宣翰、黃
、黃美玲、
黃淑芬、黃進順、黃義 、黃慕妮、
黃錦山、黃瓊芬、黃麗蓉、楊玟君、
楊政 、楊春美、楊勝宏、楊雯 、
楊慧雯、楊懿如、葉秀吉、葉寶珠、
詹呈稘、詹惠婷、廖述正、廖惠慶、
榮 華、熊佩鈴、劉玉雯、劉宇青、
劉安倫、劉孟欣、劉忠明、劉明昌、

捐 者／單位ġ
賈堅 ġ
方國運、何秋妹、陳若曦、黃芝葦、
蔡玉玲ġ
鄭弘 ġ
林美華、陳宗裕、游顯 ġ
方 維、王瓊梅、古智偉、史 香、
吳勝 、 文美、 建輝、 裕仁、
嘉烈、易伯良、林金宏、林清南、
洪正昌、洪琪真、徐小川、徐英進、
馬孟姚、 永和、陳俊霖、陳美玉、
陳淑 、陳森泉、游秀錦、黃寶瑤、
詹仁禮、廖顯蔚、劉威揚、蔡洪瑩、
賴素貞、賴素燕、謝文蘭、羅 廷、
嚴舜隆ġ
家媛、林翠瓶、邱熙 、唐佩鈺ġ
游晨 ġ
玲玲、何悅萍、宋明佳、周文玲、
涂景美、張世鍠、張財福、張 芬、
瓊 、 馥 、郭純陽、郭詹 嬌、
郭憶梅、郭麗雯、陳儒佑、黃香萍、
楊素霞、楊富傑、楊裕仁、溫英棋、
葉芙 、劉如嫚、劉姝利、賴芳玉、
謝ġ 幼、謝凱戎、蘇西岳、鐘岸美ġ
賴德云ġ
ŌŢŰŚŊġŉŶŢů、王如琦、王思佳、何昀、
吳 鳳、吳志宏、吳振維、吳晨瑋、
明、 頤嫻、汪惠玲、林新燕、
邱武科、凃玉玫、施維文、翁淑婷、
馬海微、張 蓉、張語瑄、張鴻鼎、
秀娟、許芊惠、郭靜瑤、陳秀玲、
陳佳龍、陳建婷、陳春蘭、陳素 、
陳偵卿、陳瑠芳、傅立衡、曾詩珊、
黃秉森、黃慧如、楊培岳、劉振玉、
劉蕙 、賴悅珊、韓世芳、簡清福、
顏希芝、羅銀 、饒明沁ġ
憲中ġ
林純如、陳燕慧、黃欣怡į 文建、蘇
美足ġ
吳珊 、紀靜宜ġ

指定定期定額捐 ： 地
金額ġ

ġ

護ġ

捐 者／單位ġ
陳ġ 澄ġ
鄭金快ġ
皓亘ġ
王筱茹、 欣 、洪佩玉、洪素梅、
郭淑芬、蔡洪瑩、鍾文 ġ
王盈 、杜勇志、黃馨慧、趙哲希ġ
鋒銳、
芳、周淑萍、張志豪、
張哲豪、陳碧瑤、黃進益、黃鉦原、
楊光華、蔡文娟、謝麒豐ġ
黃瓊慧ġ
王君竹、王
、何艷蘋、吳寂絹、
林麗卿、張銘芬、郭 君、陳瑞芬、
曾耀霆、游淑裕、黃 娟、應小梅ġ
劉子瑄ġ
阮曼昀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