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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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 月份發票零錢捐明細（201/12/01~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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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人，合計 20,320 元。 

發票箱：一般捐款(含零錢捐之發票)，共 163 人，合計 36,794 張。 

以上 236 個捐贈單位，共募得發票 36,794 張，零錢捐新台幣 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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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無名氏 $5,452 登山補給站 $330 天一的咖啡 $170 

成功書局 $3,000 麻吉食堂 $320 YOLO'S CAFÉ $170 

水問蔬食園 $1,220 池上便當 $290 生活在他方 $150 

三角埔仙草 $1,200 
GoHiKing 環保機能概念

館 
$285 女書店 $131 

皇室吉利堡 $800 日楞 RYOU CAFÉ $280 哈亞咖啡 天母店 $120 



陳家涼麵 $700 樂子(瑞安店) $260 鄉愁茶園 $120 

藏喜佛教文化藝術 $660 
HAPET 好寵、犬貓食用

品專賣店 
$243 正義國宅甲區第 3 棟 $110 

蜂大咖啡 $610 拉亞漢堡-北市昌吉 $230 Woodstone $100 

楊 O 賢 $600 
咖啡黑潮 Café 

Kuroshio 
$220 德爾斐神侍所 $77 

小倉庫 $520 福來許 Fleisch $220 1725 別緻咖啡坊 $65 

BOOM Coffee Roasters 

大爆咖啡 
$420 

柴燒 sofree pizza(西門

店) 
$220 柒食貳 $63 



旅沐豆行 $420 姊姊的廚房 $180 Dodo 島甜點天堂 $7 

好丘(芝山店) $357     

以上零錢捐-2017 守護台灣森林海洋和溼地計畫，共 37 人，合計 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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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桂林加油站 2522 德爾斐神侍所 185 登南派吃守 41 



棉花田 碧潭 2169 住吉關東煮 183 
檸檬香茅火鍋專賣

店(自強店) 
40 

中油環南加油站 1829 六軒重慶停車場 178 皇室吉利堡 39 

棉花田 新店 1410 蓮德品素天地 176 綠色瀟湘參訪環資 38 

綠藤生機 發芽吧 

一號概念店 
1395 

台北阿朗炸雞店(成

功店) 
175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 
37 

棉花田 桃園中正 1184 怡誠藥局 169 驅勢語言教育中心 33 

棉花田 北新 1123 中研院化學研究所 167 綠舍背包客棧 32 



集美街臨時公共停

車場 
933 香蒂咖啡 163 

台大女生宿舍美食

廣場 
30 

中油木柵加油站 917 
BOOM Coffee 

Roasters 大爆咖啡 
163 燕陶藝術工作室 30 

棉花田 永春 884 南港善心人士 161 正義托兒所 29 

棉花田 中山 776 永慶房屋(光復店) 160 
遠傳生態音樂會 綠

色市集 
28 

中油萬隆加油站 760 弘盛文理補習班 150 
檸檬香茅火鍋專賣

店(光興店) 
26 



嘉義雞肉飯(汀州店) 691 中和大潤發 147 繭裹輕衫永康店 26 

甘泉拉麵 628 
財團法人聚和文化

藝術基金會 
141 

龐德羅莎(台大公館

店) 
24 

棉花田 福州 606 
SoFr3sh 太平洋鮮

活-有機農產品超市 
131 圓融坊 PANAPINA 21 

棉花田 中正 584 沈 O 蘭 120 
九份第一站背包客

青旅 
21 

棉花田 正義 565 
棉花田 忠孝 216

巷 
115 

正義國宅甲區第 5

棟 
19 



棉花田 永安 542 鹿角公園 113 Forgood 好多咖啡 19 

棉花田 復興 533 Nickshop 103 
常春藤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19 

棉花田 南京東 497 
天主教耕莘醫院牙

科部(安康院區 3F) 
101 

中研院植物暨微生

物研究所總務室 
18 

欣鍋園日式涮涮鍋 486 中油龍安加油站 100 藏喜佛教文化藝術 18 

捐贈 477 誰的書房 98 和茗甘味處(忠孝店) 17 

耿璐 473 棉花田 博愛 98 中油莒光加油站 17 



中油金南加油站 468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資源組 

96 
檸檬香茅火鍋專賣

店(文濱店) 
15 

沈志聰 443 巨流政大書城 96 YABOO 咖啡 15 

歐莉蛋糕 432 繭裹子 永康 94 Do it 多益得公司 13 

棉花田 頂溪 391 弈棨視覺工程 93 
檸檬香茅火鍋專賣

店(重信店) 
13 

棉花田 錦州 381 愛咪臥客民宿 93 善心人士 12 



全聯福利中心 北新

店 
378 登峰不動產 93 

群益證券(高盛分公

司) 
11 

中油富陽加油站 368 
10-10HOPE 永康

門市 
92 柒食貳 10 

樂菲精緻超市(仁愛

店) 
344 光和果汁 91 Woodstone 9 

中油永和加油站 340 棉花田 大安 86 大來小館(永康店) 6 

棉花田 中和興南 330 
好庭車停車場 杭州

金華 
86 綠藤生機敦南誠品 6 



棉花田 興隆 327 水問蔬食園 81 216 粉圓大王 5 

成德國中運動中心 302 自然谷動畫工作坊 81 好食早餐 5 

俥亭停車場 集美 290 環資 台北辦公室 79 點亮咖啡 5 

永晴樺自助餐 280 陳家涼麵 71 
全聯福利中心 大豐

店 
5 

棉花田 桃南崁 280 
可樂農莊桌上遊戲

俱樂部 
70 斑比咖啡 4 

李育欣 279 台達電子 65 蜜蜂炭燒咖啡 3 



小麥烘焙坊 270 綠好物 64 哈亞咖啡 天母店 2 

政大合作社 270 帝拉摩義式小餐館 61 三重停車場 2 

貝貝經典家飾 259 

百慕達商泰科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61 
檸檬香茅火鍋專賣

店(中華旗艦店) 
2 

棉花田 光復 250 日楞 RYOU CAFÉ 55 池上便當 2 

中天眼鏡公司 245 品天然永康店 54 
禮筑外文書店 Silex 

books 
2 



棉花田 新莊新泰 229 
HAPET 好寵、犬貓

食用品專賣店 
53 鄉愁茶園 2 

棉花田 土城學府 226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 
52 麻吉食堂 2 

活動 226 澎湖海天一舍民宿 51 小米酒咖啡館 2 

棉花田 桃大業 225 
正義國宅甲區第 3

棟 
50 Five & Fantast 2 

韓饌韓式料理 214 宜蘭餅發明館 50 
GoHiKing 環保機

能概念館 
1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 
207 黃美樺 49 四海豆漿 1 

省都攝影數位影像

沖印店(林森分店) 
207 瞿 O 47 姊姊的廚房 1 

旅沐豆行 205 
福爾福無限創意有

限公司 
44 烘焙者咖啡(永康店) 1 

花栗鼠繪本館 204 棉花田 板橋新埔 43 康 O 凡 1 

熊巴吐司 192 台中善心人士 43   

棉花田 後山埤 187 貳房苑 41   



以上發票箱：一般捐款(含零錢捐之發票)，共 163 人，合計 36,794 張。 

  

其他捐款方式請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捐款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