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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7 月份捐款明細 

2010.07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26 人，合計 71,30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0 人，合計 15,400 元。 

☆ 一般捐款，共 48 人，合計 170,852 元。 

☆ 綠色消費，共 1 人，合計 2,976 元。 

☆物資捐贈：陳章波   捐贈富士 S1700 相機一台，5,000 元(折價) 。 

以上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2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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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仟 $500 王昭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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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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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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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旭 $100 胡文馨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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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孟凱 $1,000 

陳瑞賓 $500 陳淑芬 $100 陳淑梅 $100 

陳郁玲 $100 陳昭倫 $1,000 彭瑞祥 $200 



彭川 $200 曾彥蓉 $200 游心宜 $500 

馮小非 $1,000 黃秋鶯 $500 黃小姐 $500 

hzt217 $500 黃智嘉 $500 黃禹銘 $1,000 

黃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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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趙秀蓁 $100 

廖志德 $500 劉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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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盈銓 $6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魏秀惠 $2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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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育琴 $200 許維真 $500 曾婷卉 $300 

林三加 $1,000 盧嬑慧 $300 洪郁翔 $500 

施文真 $500 李慧芬 $1,000 鄭香辰 $200 



郭啟彬 $500 林佳穎 $200 薛郁欣 $500 

陳美株 $2,000 王元才 $500 王思尹 $200 

陳蓉樺 $100 李德達 $100 張哲禎 $500 

劉乙霖 $500 陳保順 $500 林千琪 $500 

楊 光 $500 高子淵 $300 高子淵 $1000 

王鳳英 $1,000 蕭淑方 $500 馬心沂 $200 



吳庭輝 $200 廖俊榮 $500 陳怡君 $5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26 人，合計 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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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姮君 $100 邱郁文 $200 

黃立芳 $200 劉麗茹 $100 林志福 $500 

吳佩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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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敏儀 $500 



彭可媖 $3,000 鄭朝雄 $1,000 耿璐 $500 

朱寶萱 $500 宋明璣 $200 陳右儒 $5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0 人，合計 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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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 Tap $113 
(財)日和教育基

金會 
$1,000 周宜蓉 $200 



美商亞洲美樂家

(有)台灣分公司 
$23,000 

高縣中崙國小第

九屆六年五班畢

業生 

$500 黃秋林 $200 

宋美玲 $1,000 林旻儀 $600 孫秀如 $4,200 

羅秀華 $2,000 許方怡 $100 林文 $1,010 

高子淵 $1,000 張祖德 $2,250 陳耀東 $1,000 

楊佩玲 $500 楊建榮 $1,000 謝金儒 $2,000 



蘇航安 $100 郵局編號 144 $500 90286 $750 

54534 $1,000 40106 $1,500 76435 $42,000 

80400 $1,850 70593 $750 郵局編號 145 $100 

80070 $1,300 25836 $800 33278 $800 

郵局編號 146 $619 67600 $1,600 38901 $1,000 

29306 $12,000 郵局編號 147 $3,010 郵局編號 147 $2,400 



30917 $1,000 00900 $10,000 何一先 $10,000 

晃瑞光 $10,000 33278 $1,000 97306 $1,000 

88004 $1,000 92395 $800 02729 $10,000 

61154 $1,300 88800 $5,500 45106 $5,500 

以上一般捐款，共 48 人，合計 170,852 元。 

※綠色消費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都訊聯合電訊有

限公司 
$2,976 

綠色消費，共 1 人，合計 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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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 

台南市資訊軟體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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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