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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2 月份捐款明細 

2010.02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06 人，合計 57,70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7 人，合計 10,900 元。 

☆ 一般捐款，共 61 人，合計 175,685 元。 

☆ 綠色消費，共 2 人，合計 3,480 元。 

以上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254,286 元。☆本月捐款人直接捐款至協會捐款專戶僅提供末 5 碼，歡迎捐款人來電(02-2933-2233#215)認領。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方國運 $2,000 Double $100 王耀仟 $500 

王昭雯 $2,000 白子易 $500 朱敬平 $500 

江振睦 $500 江吳彩敏 $500 江紹熙 $500 

江淑娟 $500 江素娟 $500 吳思融 $100 

吳小兔 $100 馬力歐 $200 宋作人 $100 

李宗玉 $500 李雅琪 $500 李若存 $3,000 



沈嘉玲 $200 邢智田 $2,000 余孟芬 $500 

林琬瑜 $300 林王志 $500 木雅 $5,000 

林秀蓮 $200 邱信欽 $500 邱雅婷 $300 

姜賴淑貞 $200 范景硯 $500 施政旭 $100 

胡文馨 $500 胡青煖 $500 孫如濱 $200 

孫秀如 $500 高林裕 $100 張震宇 $200 



嘉怡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張雅萍 $500 張勝雄 $200 

莊淑雯 $1,000 許心欣 $500 許利銘 $2,000 

許真瑜 $500 郭慧禪 $200 郭彥廉 $500 

陳仲嶙 $100 陳孟凱 $1,000 陳瑞賓 $500 

陳淑芬 $100 陳淑梅 $100 陳郁玲 $100 

陳敬學 $500 陳昭倫 $1,000 彭瑞祥 $200 



彭川 $200 曾彥蓉 $200 游心宜 $500 

湯京平 $100 馮小非 $1,000 黃子晏 $200 

黃秋鶯 $500 黃小姐 $500 hzt217 $500 

黃智嘉 $500 黃禹銘 $1,000 黃光渠 $1,000 

楊同正 $1,000 ycYang $100 楊儀琴 $100 

楊懿如 $500 楊志彬 $500 楊曼妙 $200 



chienwang $100 葉孟芬 $500 葉欣宜 $200 

葉素舫 $200 CJJ $300 趙秀蓁 $100 

廖志德 $500 劉愷 $200 劉子豪 $500 

劉桂香 $500 劉弼仁 $1,000 劉翔頎 $200 

蔡嘉恆 $1,000 蔡孟芳 $200 鄭英鵬 $500 

賴偉傑 $200 賴鵬智 $100 賴盈銓 $6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顏培倫 $500 

魏秀惠 $2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蘇登福 $100 蘇惠珍 $500 賴彥任 $1,000 

韓德生 $200 蔡昌佑 $200 張仕緯 $1,000 

Ocean gardew $300 王東章 $1,000 周貞宜 $500 

聶廷建 $5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06 人，合計 57,700 元。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美濃八色鳥工作

室 
$500 葉春良 $200 鄭鳳珠 $100 

陳淑梅 $100 洪玉卿 $100 王順美 $1,000 

陳麗淑 $400 Denise Yang $100 金珮 $100 



蕭代基 $2,000 邱郁文 $200 黃立芳 $200 

劉麗茹 $100 林志福 $500 郭俊智 $200 

吳佩蓁 $500 郭威良 $300 張毅庭 $500 

李宛澍 $500 陳嘉鴻 $100 方忠秀 $100 

陸聲山 $300 李淑娟 $500 林朝成 $1,000 

蔡咪咪 $500 劉筱茜 $300 羅敏儀 $5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27 人，合計 10,900 元。 



  

※一般捐款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財)日和教育基

金會 
$1,000 王德昌 $2,000 何一先 $2,000 

林銀河 $2,000 孫秀如 $2,000 耿璐 $8,000 

許心欣 $2,000 許天麟 $2,000 大華供應社 $5,000 



王元才 $4,000 王茹涵 $5,150 王斌銳 $1,080 

王璟瀚 $1,080 田秋菫 $1,600 吳文宏 $1,080 

吳雯玲 $100 李進興 $3,000 李曉萍 $600 

林佩蓉 $1,000 林朝成 $1,000 邱張碧霞 $300 

郁傑營創顧問有

限公司 
$5,000 夏道緣 $3,116 夏道緣 $1,000 

徐文彥 $3,170 
高雄商業職業學

$200 粘宇村 $1,080 



校 

陳明發 $1,600 陳昭倫 $1,000 陳曼麗 $1,600 

陳麗淑 $1,600 彭啟明 $1,600 曾彥蓉 $1,000 

游錦照 $23,000 蔡月娥 $500 蔡智元 $1,080 

駱書玉 $5000 薛麗羡 $600 林明志 $10,000 

趙善意 $1,200 陳彥棟 $6,050 范欽慧 $5,000 

趙善意 $2,000 江慧儀 $1,000 范月華 $1,000 



徐嬋娟 $1,600 潘偉華 $1,600 簡史朗 $3,600 

呂逸林 $293 #37272 $11,840 魏美莉 $10,000 

孫秀如 $1,600 孫秀如 $2,000 陳瑞賓 $1,200 

98年 12 月講師

費 
$3,200 許心欣 $5,000 許心欣 $6,000 

夏道緣 $1,490 夏道緣 $966 夏道緣 $660 

盧佑全 $250         



以上一般捐款，共 61 人，合計 175,685 元。 

  

 ※綠色消費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子牙東坡居有限

公司 
$2,000 

都訊聯合電訊有

限公司 
$1,480 



綠色消費，共 2 人，合計 3,480 元。 

  

※節費電話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捐款人(單位) 

台灣蝴蝶保育學

會 

大然法律事

務所 
六足企業社 

中華民國社

區營造學會 

圖王數位影像

(有)公司 

社團法人台

灣環境資訊

協會 

中華民國我為人

人實踐推廣協會 

社團法人台

灣國際醫學

台南市資訊軟體

協會 
      



聯盟 

 

悄悄話 

無論是贊助環境資訊電子報，或是支持推動國內環境信託而捐款，我們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鼓勵！也提醒您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2 款，捐

款總額在綜合所得總額 20%以內可以列舉扣除，可以節稅喔！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service@e-info.org.tw或來電 02-2933-2233  

其他捐款方式請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捐款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