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1 月發票零錢捐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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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捐款徵信公佈明細為上月入帳之捐款，線上、手機捐款依各平台撥款的作業時程會延後入帳，若跨月份則列入下個月捐款徵

信。 

★2017.11 月份發票零錢捐明細（201/11/01~2017/11/30）： 

2017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51364531 號 

零錢捐： 2017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51364531 號，共 65 人，合計 38,035 元。 

發票箱：一般捐款(含零錢捐之發票)，共 200 人，合計 46,240 張。 

以上 233 個捐贈單位，共募得發票 46,240 張，零錢捐新台幣 38,035 元。 

☆零錢捐(單位：元) ：2017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51364531 號 

單位名稱 零錢 單位名稱 零錢 單位名稱 零錢 



生態綠網購平台 $11,966 愛維根蔬食餐廳 $420 APPLE 203 (土城員林店) $200 

怡亭咖啡店 $2,270 麥菽素食 $413 Mix Coffee & Tea $200 

248 農學市集(誠品松菸) $1,120 俄羅斯城堡 $360 黑布朗咖啡煎培館 $200 

骰子人桌上遊戲 $1,120 帝拉摩義式小餐館 $350 Ja Patisserie 瓶子甜點 $200 

Mianto 艾果豐 $1,000 建中黑砂糖刨冰 $350 穩中行投注站 $190 

清泉豆漿大王 $920 蘇活義大利麵坊 $350 
WILBECK 威爾貝克手烘

咖啡吧(5 號八德店) 
$190 



沐樂咖啡 $850 幸將工作坊 $320 東京紅茶嘉農 $190 

學事所印刷 實踐 $790 茶米手感茶 $310 芭娜娜廚房 $190 

水問蔬食園 $750 朱師傅手感烘培 $310 I Color 髮藝空間 $180 

好好文化創意 $730 
富拉克知識咖啡館，魔法

鄉村 
$300 周胖子餃子館(吉林店) $170 

中油萬隆加油站 $720 元素咖啡 $300 中油 復興北路站超商 $170 

ARTCP DE CAFÉ(典藏咖

啡長安店) 
$690 幸福咖啡屋 $290 桐花食堂 $160 



棻蘭家廚 $690 巨流政大書城 $280 派樂地 敦化門市 $150 

里克德義廚房 $660 好糧食堂 $271 味旅咖啡 $140 

佳元彩券行 $590 赤哥汕頭火鍋松江總店 $250 阿不思咖啡館 $140 

綠苗創意蔬食料理 $580 
大自然有機生活（南崁

店） 
$238 Panos Cafe 杭州店 $140 

承德素食 $570 桃子角 $220 一心豪飲市府創始店 $130 

呷米共食廚房 $530 素田蔬食 $200 南台灣(土城店) $110 



泰通損傷整復中心 $500 Subway 世新大學店 $200 瑞松電器有限公司 $100 

紅麵線 $490 菁串蔬食 $200 夢想咖啡廳 $80 

WILBECK Caf'e 威爾貝

克手烘咖啡吧(信陽店) 
$470 菁串蔬食 $200 遇見美好 $31 

Ruelle 68 巷子工作室 $430 
ARTCO DE CAFÉ(典藏咖

啡民權店) 
$200 波西米亞餐廳 $6 

以上零錢捐-2017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共 65 人，合計 38,035 元。 

 

☆發票捐(單位：張) 



單位名稱 有效張數 單位名稱 有效張數 單位名稱 有效張數 

棉花田 永春 2609 張 O 義 173 I Color 髮藝空間 36 

高雄海洋科大漁業

生產與管理系 
2576 

台北市中正社區大

學 
173 小倉庫 35 

南港車站停車場(汽

車) 
2478 東京紅茶嘉農 173 圖書出版辦公室 33 

金三峽牛角烘焙 1487 拉索諾咖啡 163 好初早餐 33 

中油萬隆加油站 1371 
EATON 伊頓飛瑞

慕品 
159 好初 Deli 33 



棉花田 青年 1198 品天然八德店 157 悅兒診所 33 

好丘(信義店) 1046 精靈寶鑽 155 大學眼鏡 32 

綠藤生機總部 1035 棉花田 大直樂群 152 UNI CAFÉ 26 

中油富陽加油站 1029 
摩佩技股份有限公

司 
151 恬野書 26 

滴咖啡 Drop 

Coffee House 
915 康廷動物醫院 147 怡亭咖啡店 25 

棉花田 三民 896 
聖本篤修女院女生

宿舍 
143 

墾趣戶外用品專賣

店(民權門市) 
24 



city link 南港店立

體停車場 
872 

香港商聯寶電腦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3 道南館 23 

帝苑時尚旅店 851 棉花田 羅斯福 137 全聯有線電視公司 22 

棉花田 碧潭 824 好得文旅 136 蔬喜素食 21 

中油莒光加油站 810 伯安綜合大藥局 133 找到好東西 21 

Mr.38 咖哩專賣店 735 善普納瑜伽 131 政聯企業有限公司 19 

幸福甜品茶米露 693 健康食彩(木柵店) 130 資訊中心 濕地踏查 19 



棉花田 南京東 679 

ARTCP DE 

CAFÉ(典藏咖啡長

安店) 

130 富康精彩旅店 18 

棉花田 新店 677 柴燒 so free pizza 126 太子愛國大廈 18 

中油金南加油站 591 

WILBECK Caf'e 威

爾貝克手烘咖啡吧

(信陽店) 

124 鹿角公園 18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

台北八德店 
508 池上日式木盒便當 122 蘇活義大利麵坊 17 

瑞松電器有限公司 499 蔚海藥局 114 育全保安幼兒園 16 



中油木柵加油站 498 咖啡實驗室 114 Dine in Café 16 

棉花田 信義 479 一番堂烘焙坊 111 
多媒體組動畫工作

坊 
16 

康健樂活節 擺攤 479 棉花田 木柵指南 111 鹿寮坑動畫工作坊 16 

棉花田 博愛 475 張之穎與工作同仁 110 Pinchajii 品茶集 15 

上揚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453 陳 O 安 110 123Bon 14 

ROSEN 美髮店 446 腳踏車店 107 泰御廚房 14 



新生中醫診所 442 千野日本料理 107 趙 O 勇 14 

棉花田 中山 441 
大自然有機生活

（南崁店） 
107 建中黑砂糖刨冰 13 

樂菲精緻超市(仁愛

店) 
404 好聊咖啡 105 韓饌韓式料理 12 

悠逸行旅 404 太漁販 99 希臘左巴 台大店 12 

中油龍安加油站 398 
中油 復興北路站超

商 
96 長鼻子泰國餐廳 11 

旅沐豆行 395 如興股份有限公司 94 Mix Coffee & Tea 9 



棉花田 光復 392 Mianto 艾果豐 92 味旅咖啡 9 

唐 O 380 棉花田 中崙 92 好時咖啡 9 

大埔鐵板燒 370 文山社區大學 89 遇見美好 7 

政大合作社 354 哈亞咖啡 台北店 87 
路易莎咖啡(信義新

生店) 
7 

淡水國中 703 班 340 宏奇商行 82 初張嘴 7 

棉花田 錦州 338 
雲客來山西刀削麵

館 
81 李思儀中醫診所 6 



巨流政大書城 335 寵物公園(新雅店) 80 

ARTCO DE 

CAFÉ(典藏咖啡民

權店) 

6 

松山運動中心 333 醒目咖啡 68 
松露天然魔法手工

坊 
5 

俥亭停車場 廣州街

二 
325 中油 萬隆站超商 67 芭娜娜廚房 5 

秀霖文具店 308 棉花田 莊敬 64 唐山書店 4 

棉花田 興隆 304 棉花田 大安 63 找到咖啡 4 



環資台北辦公室 300 良華行 62 阿不思咖啡館 4 

中子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298 極致莊園 60 

優志旺 企業工作假

期 
4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94 脆皮雞排(陽明店) 59 

墾趣戶外用品專賣

店(中山門市) 
3 

中油(輔大店) 289 
生物多樣跨領域大

樓 A105 
57 幸將工作坊 3 

中研院化學研究所 287 沐樂咖啡 57 清泉豆漿大王 3 



中天眼鏡公司 287 
儁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7 豐滿早午餐 3 

弘光科技大學(服務

學習中心) 
286 

248 農學市集(環球

板橋) 
56 伴伴極好食 3 

駿驛通信行 281 動物誌 54 夢想咖啡廳 3 

天和鮮物 274 棻蘭家廚 54 棉花田 三峽大雅 3 

姊姊的廚房 274 金樹林加油站 51 
群益證券(丹鳳分公

司) 
2 



日商迪思科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71 Panos Cafe 杭州店 48 王中興藥局 2 

衣來喜優質乾洗店 259 張 O 雄 47 怡樂餐坊 2 

呷米共食廚房 253 
好市集 (皇鉅國際

有限公司) 
47 幸福咖啡屋 2 

棉花田 新店中央 253 墾丁康逸旅宿 47 
藍帝斯國際數位商

務中心 
2 

沈 O 聰 236 展岳科技會議中心 44 師大環教所 1 



省都攝影數位影像

沖印店(林森分店) 
226 釋 O 泉 43 泰通損傷整復中心 1 

好庭車停車場 杭州

金華 
220 

繭裹子溫州店 shop 

2 
40 里克德義廚房 1 

吳先生 219 
Subway 世新大學

店 
40 承德素食 1 

吉新益眼鏡行 206 台灣ㄟ店 39 Ponpie 澎派 1 

我愛媽媽麵早餐吧 185 
墾趣戶外用品專賣

店(衡陽門市) 
38 Chatting 愜庭洋廚 1 



無名氏 183 
248 農學市集(All 

農學園) 
38 

Ja Patisserie 瓶子

甜點 
1 

今日書局 179 
福爾福無限創意有

限公司 
37   

以上發票箱：一般捐款(含零錢捐之發票)，共 200 人，合計 46,240 張。 

 

其他捐款方式請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捐款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