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愛護與支持！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一直以來藉由『環境資訊的交流』與『環境信託的推動』，致力於建構

「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我們相信，真正的關懷來自於真實的瞭解與深刻的體認，有了真

正的關懷與詳實的資訊，才能引發改善環境的行動與決心。您的支持是我們持續的動力，也期盼

您一同加入環境行動的行列。 

 再次感謝您！ 

 為提供給讀者更正確的捐款徵信資訊，協會會訊亦將同步公佈兩個月前之捐款明細。若有

朋友想額外確認當月捐款細項，歡迎來電洽詢：02-2933-2233。 

 

 2010/10 月份捐款明細：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31 人，合計 77,100 元。 

☆ 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3 人，合計 19,000 元。 

☆ 一般捐款，共 28 人，合計 104,435 元。 

☆ 專案捐款： 

★ 永續地球．綠愛家園環保資訊推廣計畫（含：守護台灣！環保意識推廣計畫、環境資訊電子

報、國際環保新聞計畫、捐助環保意識提升-送極境攝影書&泰迪熊 等子計畫方案），勸募文

號：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3434 號，共 26 人，合計 31,100 元。 

☆ 綠色消費捐款，共 3 人，合計 13,594 元。 

☆ 碳權捐，共 1 人(單位)，合計 25,000 元。 

☆ 物資捐，共 1 人(單位)。 

☆ 發票共 141 個捐贈單位，共計發票 18,052 張，零錢 99 元，中奬金額 20,172 元。 

☆ 本月份捐款金額共計 29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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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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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東波 $100 

吳思融 $100 吳小兔 $100 馬力歐 $500 

李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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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景硯 $500 施政旭 $100 



胡文馨 $1,500 胡青煖 $500 孫如濱 $200 

孫秀如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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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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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佳欣 $300 劉翔頎 $200 

蔡嘉恆 $1,000 蔡孟芳 $200 鄭英鵬 $500 

賴偉傑 $200 賴清旭 $500 駱明永 $300 

魏秀惠 $200 羅壬廷 $300 藍艷秋 $200 

蘇登福 $100 賴彥任 $1,000 韓德生 $200 

蔡昌佑 $200 張仕緯 $1,000 許哲彥 $2,000 

Oceangar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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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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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100 李德達 $100 

許心怡 $500 張哲禎 $500 洪玉蘭 $500 

劉乙霖 $500 陳保順 $500 林千琪 $500 

楊光 $500 高子淵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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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伊蓓 $500 

洪素年 $500 高林裕 $100 許嘉恩 $200 

蘇惠珍 $1,000 王虹喬 $2,000 陳哲雄 $500 

魏美莉 $500 宋作人 $100   

以上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共 131 人，合計 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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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素雅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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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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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右儒 $500 陳勻喆 $100 

林秀茹 $1,000 吳先琪 $200 闕蓓德 $2,000 

以上郵局定期定額捐款，共 33 人，合計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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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浚峰 $500 邱慶耀 $1,000 韋紹炘 $9,000 

潘苾芸 $1,000 陳雅雯 $30,000 何睦芸 $430 

李曉萍 $500 柯沁萭 $200 林興溪水協

會 

$500 

財團法人日

和教育基金

會 

$1,000 王世文 $500 王獻堂 $1,000 

安家國際企

業 

$10,000 柯金源 $3,200 高美鈴 $2,000 

陳瑞賓 $2,000 陳瑞賓 $500 陳瑞賓 $2,000 

陳詩寧 $1,000 華宇芝 $1,000 黃小維 $570 

黃苑蓉 $900 黃湄景 $1,000 楊淑媛 $1,000 

褚士瑩 $1,000 劉寶青 $10,000 73020 $1,300 

高美鈴 $21,335     

以上一般捐款，共 28 人，合計 104,435 元。 

 

※專案捐款（永續地球．綠愛家園環保資訊推廣計畫） 

（含：守護台灣！環保意識推廣計畫，環境資訊電子報，國際環保新聞計畫，捐助環保意識提升

-送極境攝影書&泰迪熊 等子計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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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瑞昌 $2,000 呂其芳 $100 陳雅芬 $1,200 

劉邦珍 $1,000 鄧閎允 $100 葉柏良 $100 

蘇慧如 $100 張賢明 $3,000 不囉唆商行 $100 

沈富祥 $100 黃啟翔 $2,000 徐詩雨 $5,000 

陳治安 $1,000 林琬淇 $2,000 賴詩偉 $300 

林穎聰 $500 陳元憲 $1,000 鄭秀娟 $2,000 

陳玉釧 $1,000 黃俊騰 $1,000 林億雯 $1,000 

杜靜宜 $1,000 黃秀雯 $1,000 葉欣宜 $2,000 

黃冠中 $1,500 曾畹鈞 $1,000   

以上（永續地球．綠愛家園環保資訊推廣計畫）專案捐款，共 26 人，合計 31,100 元。 

 

※綠色消費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都訊聯合 $1,797 都訊聯合 $1,797 

生態綠第三季 $10,000   

以上綠色消費捐款，共 3 人，合計 13,594 元。 

 

※碳權捐 

捐款人(單位) 捐款金額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25,000 

碳權捐，共 1 人(單位)，合計 25,000 元。 

 

※物資捐 

捐款人(單位) 捐贈物資 數量 折價(元)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設備 DIR-655 3 $0 

以上物資捐，共 1 人(單位)。 

 

※發票(張) 

捐款人(單位) 發票張數 捐款人(單位) 發票張數 捐款人(單位) 發票張數 

君士坦丁堡社區

社區&大樓 
150 品天然永康店 51 立德溪頭飯店 34 

陳瑞賓 159 敘香園酒樓 10 溪頭教育中心 145 

太平洋房屋園區

直營店 
46 

瑞福高爾夫球

用品公司 
0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162 

不詳 194 
JENNI MAN 服

飾 
0 鄭麗修 46 



太平洋房屋宜蘭

大學加盟店 
124 

大發高爾夫用

品專賣店 
0 

森活樂趣

GoHiKing 師大

門市 

63 

觀雲居 26 
幸福可可手工

巧克力工房 
0 

「霞」一台灣味 
35 

美而美 13 鄭靜怡 43 
蓁柏實業有限公

司 
4 

NAISSANCE 38 早餐吧 241 咖啡音 20 

GreenGables 綠

屋義麵館 
120 劉璐萍 214 

衣菲麗兒名品店 
140 

米倉    295 明山森林會館 218 黃妤萍 28 

洪育琳 11 菡庭租書店 210 黃妤萍 10 

良華行 
52 

飛訊烘培原料

器具 
51 青年路 156 號 59 

青年公園全家隔

壁商家 
117 

台大大一女生

宿舍美食天地B

棟 

47 莊雅婷 61 

大河案表演 80 
小白兔唱片行 

公館店 
109 伯安大藥局 296 

第二殯儀館停車

場 
249 

貴族世家公館

牛排館 
98 菡庭租書店 79 

第二殯儀館天橋

下 
435 

龐德羅莎台大

店 
13 施明玉 87 

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 
311 

太平洋房屋內

湖直營店 
121 陳勝義 86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484 

冶綠生活服飾

有限公司 
112 首都攝影 28 

台灣拜耳 280 擺攤(關渡) 103 彭瑞祥 27 

滴咖啡 Drop 

Coffee House 
1646 擺攤(碧潭) 165 聖峰汽車 656 

周景坤 277 力新彩券 31 中華職訓 134 

萬華地下街美髮

部 
27 三元食府 22 洪育琳 60 

新生中醫診所 150 阿寶包子店 50 貝貝經典傢飾 46 

新生中醫診所 231 幸福屋 25 蔡翠玲 97 

mini park 147 宏奇商行 220 大衛美語(站前) 10 

大批發成衣館 126 綠色產業展 9 東華五金 14 

藏寶國際 58 正祐發彩券 203 太平洋桃園春日 84 



銀冠服飾 15 鄧淑芷 112 郭逸萍 132 

米羅精品 5 鍾國美食 66 
太平洋北屯崇德

加盟 
97 

新鮮飾 6 
古典玫瑰園(重

慶) 
340 陳曉蘋 5 

鄭毅 149 趙君傑 170 
拿坡里

PIZZA(南昌) 
47 

裴金鳳 271 高秋芳 45 學承電腦(開封) 74 

愛力兒 115 陳先馳 23 欣鍋園涮涮鍋 210 

江進富 163 許芝寧 46 出一張嘴(師大) 111 

太平洋和平 205 黃倩玉 46 林懿雯 39 

太平洋汐止忠孝

加盟 
123 

太平洋桃園莊

敬加盟 
23 錢都極品火鍋 53 

圓剛科技 12 陳文林 96 嘟柏林鐵板燒 8 

太平洋豐原直營 89 田麗卿 308 許方怡 29 

明台產物保險陳

建達 
39 太平洋首府 224 永慶房屋(信義) 186 

廖秀春 45 首都攝影 24 信義書局 292 

金典書局 231 
台灣聚如文化

藝術 
201 王翠儷 69 

李亞夫 244 文濱檸檬火鍋 24 
台南百達文教中

心 
147 

日式海苔卷(周

老闆) 
198 

大雅文化生活

廣場 
15 

屏東東港台證公

司 
528 

高野山真言宗台

灣準提院 
239 尚發蔬菜麵 50 

台灣聚如文化藝

術 
137 

高雄中信房屋分

店 
191 吳慧芳 36 

群益高雄三多路

瑞豐分公司 
165 

王翠儷 137 燕陶 71 
群益中山路高盛

分公司 
88 

屏東東港曾新安 387 
春天汽機車出

租 
33 

復興國小社區圖

書館 
95 

※發票箱零錢(元) 

捐款人(單位) 零錢 捐款人(單位) 零錢 捐款人(單位) 零錢 

君士坦丁堡社區

社區&大樓 
$1 宏奇商行 $5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4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1 出一張嘴(師大) $5 

滴咖啡 Drop 

Coffee House 
$5 



以上 141 個捐贈單位，共計發票 18,052 張，零錢 99 元，中奬金額 20,1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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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捐款方式請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donate@e-info.org.tw 

 

http://teia.e-info.org.tw/node/27
http://teia.e-info.org.tw/node/27
mailto:donate@e-inf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