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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捐款人捐贈資料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一、現金捐贈 

 
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人姓名／單位 捐贈金額 

北募 0001 102.06.11 黃欣芃 $1,200 

北募 0002 102.08.22 褚陳寶貴 $6,000 

北募 0003 102.08.22 蔡秋霖 $2,000 

北募 0004 102.08.22 吳麗美 $4,000 

北募 0005 102.08.22 李隆進 $4,000 

北募 0006 102.08.23 培根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6,800 

北募 0007 102.08.30 栗治明 $4,000 

北募 0008 102.08.31 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 $2,000 

北募 0009 102.09.02 李梅足 $2,000 

北募 0010 102.09.05 康宸甄 $4,000 

北募 0011 102.09.06 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10,000 

北募 0012 102.09.08 陳邦畛 $2,000 

北募 0013 102.09.08 孫華翔 $4,000 

北募 0014 102.09.08 藍秀鳳 $2,000 

北募 0015 102.09.08 曹慧麗 $4,000 

北募 0016 102.09.08 綠種籽人文實業有限公司 $6,000 

北募 0017 102.09.11 施威全 $6,000 

北募 0018 102.09.12 財團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10,000 

北募 0019 102.09.12 劉頤君 $2,000 

北募 0020 102.09.13 台中市社造聯盟促進會 $16,800 

北募 0021 102.09.14 陳國志 $4,000 

北募 0022 102.09.14 楊海塗 $10,000 

北募 0023 102.09.14 劉玉媛 $10,000 

北募 0024 102.09.16 黃美珠 $2,000 

北募 0025 作廢 作廢 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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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募 0026 102.09.17 劉易錩 $8,000 

北募 0027 102.09.17 巴爾巴創意開發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北募 0028 102.09.17 謝煒樺 作廢 

北募 0029 102.09.18 賴維鈞 $6,000 

北募 0030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31 102.09.23 李自在 $4,000 

北募 0032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33 102.09.26 翁瓊珍 $16,800 

北募 0034 102.09.26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16,800 

北募 0035 102.09.26 稻鴨庄農場 $2,000 

北募 0036 102.09.26 易榮昌 $2,000 

北募 0037 102.09.26 嘉義市常民文化協會 $16,800 

北募 0038 102.09.26 蘇鴻昌 $4,000 

北募 0039 102.09.27 王本壯 $16,800 

北募 0040 102.09.27 陳東松 $2,000 

北募 0041 102.09.30 新北市生態生活促進會 $4,000 

北募 0042 102.10.01 王進義 $33,600 

北募 0043 102.10.02 高嘉蔚 $2,000 

北募 0044 102.10.02 廖思婷 $2,000 

北募 0045 102.10.04 楊水池 $4,000 

北募 0046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47 102.10.04 振旺園藝有限公司 $10,000 

北募 0048 102.10.04 陳憶玲 $2,000 

北募 0049 102.10.04 樓琦庭 $2,000 

北募 0050   侯聰慧 作廢 

北募 0051 102.10.04 曾文邦 $4,000 

北募 0052 102.10.04 林季漢 $2,000 

北募 0053 102.10.04 財團法人臺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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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募 0054 102.10.04 顏碧蓮 $6,000 

北募 0055 102.10.04 新南興海鮮總匯 $2,000 

北募 0056 102.10.04 新漁人碼頭海鮮餐廳 $2,000 

北募 0057 102.10.04 大壯觀願景文教基金會 $16,800 

北募 0058 102.10.04 周淑芬 $16,800 

北募 0059 102.10.04 楊浴雲 $2,000 

北募 0060 102.10.04 朱培珍 $2,000 

北募 0061 102.10.04 張志仁 $16,800 

北募 0062 102.10.04 周淑珍 $2,000 

北募 0063 102.10.04 羅秀華 $2,000 

北募 0064 102.10.04 蔡天德 $2,000 

北募 0065 102.10.04 劉恫材 $2,000 

北募 0066 102.10.04 傅桂梅 $4,000 

北募 0067 102.10.04 陳金鳳 $1,000 

北募 0068 102.10.04 張台山 $500 

北募 0069 102.10.04 鄭金針 $500 

北募 0070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71 102.10.04 新北市金山區休閒觀光協會 $6,000 

北募 0072 102.10.04 蔣耿南 $2,000 

北募 0073 102.10.04 李萬得 $2,000 

北募 0074 102.10.04 杜守正 $2,000 

北募 0075 102.10.04 連木伸 $2,000 

北募 0076 102.10.04 林俊德 $2,000 

北募 0077 102.10.04 李萬成 $2,000 

北募 0078 102.10.04 李鎮榮 $2,000 

北募 0079 102.10.04 莊豪雄 $2,000 

北募 0080 102.10.04 高文祿 $2,000 

北募 0081 102.10.04 陳有祺 $4,000 



4 
 

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捐款人捐贈資料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人姓名／單位 捐贈金額 

北募 0082 102.10.04 田興業 $20,000 

北募 0083 102.10.04 秝德實業有限公司 $2,000 

北募 0084 102.10.04 褚陳寶貴 $3,600 

北募 0085 102.10.04 耐用有限公司 $12,000 

北募 0086 102.10.04 蔡秋霖 $5,000 

北募 0087 102.10.04 蔡傳暉 $2,000 

北募 0088 102.10.04 彭淑琴 $2,000 

北募 0089 102.10.09 周增喜 $2,000 

北募 0090 102.10.09 林怡君 $2,000 

北募 0091 102.10.11 連丁幼 $10,000 

北募 0092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93 102.10.14 透南風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2,000 

北募 0094 102.10.15 李隆進 $20,000 

北募 0095 102.10.15 林義峰 $12,000 

北募 0096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097 102.10.25 宇瀚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0,000 

北募 0098 102.10.25 邱梁城 $2,000 

北募 0099 102.10.25 鄭博文 $20,000 

北募 0100 102.10.25 余岳叔 $2,000 

北募 0101 102.10.25 杜秀霙 $2,000 

北募 0102 102.10.25 周銘仁 $2,000 

北募 0103 102.10.25 碩泰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6,000 

北募 0104 102.11.13 向家弘 $6,600 

北募 0105 102.11.13 五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000 

北募 0106 102.11.20 謝煒樺 $2,000 

北募 0107 102.11.20 台中市社造聯盟促進會 $20,000 

北募 0108 103.01.10 苗栗縣司馬限部落關懷文化協會 $2,000 

北募 0109 103.01.10 苗栗縣泰安鄉雪霸社區發展協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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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募 0110 103.01.10 苗栗縣泰安鄉馬達拉觀光產業協會 $2,000 

北募 0111 103.01.10 茹但工作室 $2,000 

北募 0112 作廢 作廢 作廢 

北募 0113 103.02.10 向家弘 $9,900 

北募 0114 102.12.31 未具名 $4,000 

中募 0001 102.08.05 康乙任 $2,000 

中募 0002 102.08.16 薇文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0 

中募 0003 102.08.16 林志勳 $2,000 

中募 0004 102.08.19 廖振益 $2,000 

中募 0005 102.08.19 郭俊銀 $2,000 

中募 0006 102.08.20 曹君言 $2,000 

中募 0007 102.08.21 蔡文彬 $2,000 

中募 0008 102.08.26 鍾政瑩 $2,000 

中募 0009 102.08.26 顏山揚 $2,000 

中募 0010 102.08.27 蔡子瑋 $2,000 

中募 0011 102.08.28 周次郎 $2,000 

中募 0012   林建穎-作廢 作廢  

中募 0013 102.08.29 黃世輝 $2,000 

中募 0014 102.08.29 天工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 $16,800 

中募 0015 102.09.01 劉玫君 $2,000 

中募 0016 102.09.01 鍾雲暖 $2,000 

中募 0017 作廢 作廢 作廢 

中募 0018 102.09.03 彭心燕 $2,000 

中募 0019 作廢 作廢 作廢 

中募 0020 102.09.03 高伯宗 $28,000 

中募 0021 102.09.03 張文詔 $16,800 

中募 0022 102.09.03 無漏福有限公司 $2,000 

中募 0023 102.09.04 台中市南屯區同安社區發展協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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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募 0024 102.09.04 台中市南屯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2,000 

中募 0025 102.09.04 台中市南屯區永定社區發展協會 $6,000 

中募 0026 102.09.04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社區發展協會 $4,000 

中募 0027 102.09.04 台中市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6,000 

中募 0028 102.09.08 許春德 $2,000 

中募 0029 102.09.09 牛氏企業有限公司 $2,000 

中募 0030 102.09.09 王志輝 $2,000 

中募 0031 102.09.09 魏勝德 $2,000 

中募 0032 102.09.12 蔡秀美 $2,000 

中募 0033 102.09.16 吳素梅 $2,000 

中募 0034 102.09.16 台中市南屯區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6,000 

中募 0035 102.09.16 王義仁 $2,000 

中募 0036 102.09.16 詹金雲 $2,000 

中募 0037 102.09.16 林玲如 $1,680 

中募 0038 102.09.16 謝玲蘭 $1,680 

中募 0039 102.09.16 陳玲珠 $1,680 

中募 0040 102.09.16 凃登耀 $1,680 

中募 0041 102.09.16 張昭友 $1,680 

中募 0042 102.09.16 劉人瑞 $1,680 

中募 0043 102.09.16 劉麗紅 $1,680 

中募 0044 102.09.16 黃政德 $1,680 

中募 0045 102.09.16 蕭佳貞 $1,680 

中募 0046 102.09.16 林敬醇 $1,680 

中募 0047 102.09.16 許智順 $2,000 

中募 0048 102.09.16 台中市南區工學社區發展協會 $2,000 

中募 0049 102.09.17 台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4,000 

中募 0050 作廢 作廢 作廢 

中募 0051 102.09.17 台中市藍興長青協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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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募 0052 102.09.17 宋金山 $2,000 

中募 0053 102.09.17 黃昭通 $2,000 

中募 0054 102.09.17 王志華 $2,000 

中募 0055 102.09.17 廖萬池 $4,000 

中募 0056 102.09.25 辜昭傑 $4,000 

中募 0057 102.09.25 雲林縣虎尾鎮公所 作廢  

中募 0058 102.09.27 台中市番仔火文化協會 $2,000 

中募 0059 102.09.27 台中市南區體育會 $2,000 

中募 0060 102.09.27 台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2,000 

中募 0061 102.09.27 楊宗孝 $2,000 

中募 0062 102.09.27 吳淑芳 $2,000 

中募 0063 102.09.27 陳榮俊 $2,000 

中募 0064 102.09.28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16,800 

中募 0065 102.09.28 黃明耀 $12,000 

中募 0066 102.09.28 林長立 $2,000 

中募 0067 102.09.28 吳菁菁 $2,000 

中募 0068 102.09.28 柯勇全 $4,000 

中募 0069 102.09.28 余季 $2,000 

中募 0070 102.09.28 盛彥霖 $2,000 

中募 0071 102.09.28 黃冠博 $2,000 

中募 0072 作廢 作廢 作廢 

中募 0073 102.09.28 吳美蓁 $6,000 

中募 0074 102.09.28 李朝清 $6,000 

中募 0075 102.09.28 王智緯 $2,000 

中募 0076 102.09.28 台中市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14,000 

中募 0077 102.09.28 陳玲珠 $1,000 

中募 0078 103.01.06 虎尾鎮鎮長林文彬 $16,800 

中募 0079 102.09.28 彰化縣社區營造協會 $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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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募 0001 102.06.14 洪福龍 $15,000 

南募 0002 102.06.14 李坤昇 $10,000 

南募 0003 作廢 作廢 作廢 

南募 0004 102.07.25 洪福龍 $5,000 

南募 0005 102.08.13 林清隆 $10,000 

南募 0006 102.08.13 洪福龍 $5,000 

南募 0007 102.08.13 吳漩菱 $2,000 

南募 0008 102.08.18 李坤昇 $9,800 

南募 0009 102.08.27 蘇福男 $2,000 

南募 0010 102.08.28 謝政勳 $2,000 

南募 0011 102.09.02 李坤昇 $6,000 

南募 0012 作廢 作廢 作廢 

南募 0013 102.09.02 藍美雅 $2,000 

南募 0014 102.09.02 王貞儒 $4,000 

南募 0015 102.09.02 藍美雅 $2,000 

南募 0016 102.09.08 李坤昇 $6,000 

南募 0017 102.09.12 蔡登進 $15,000 

南募 0018 102.09.12 吳長庚 $33,600 

南募 0019 102.09.17 張寶珠 $4,000 

南募 0020 102.09.17 盧振男 $12,800 

南募 0021 102.09.17 曾瑞文 $2,000 

南募 0022 102.09.17 方瑞鴻 $2,000 

南募 0023 102.09.17 何文棋 $2,000 

南募 0024 102.09.17 黃世輝 $2,000 

南募 0025 102.09.23 陳鈺欣 $2,000 

南募 0026 102.09.23 黃肇新 $2,000 

南募 0027 102.09.27 吳璇菱 $2,000 

南募 0028 102.10.03 李玫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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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募 0029 102.10.05 盧禹璁 $4,000 

南募 0030 102.10.05 黃進福 $1,000 

南募 0031 102.10.05 陳國興 $2,000 

南募 0032 102.10.05 黃進福 $3,000 

南募 0033 102.10.05 藍美雅 $5,000 

南募 0034 102.10.05 謝政勳 $3,000 

南募 0035 102.10.05 吳長庚 $3,000 

南募 0036 102.10.05 蘇鴻昌 $400 

南募 0037 102.10.05 吳昕燦 $400 

南募 0038 102.10.05 林怡君 $200 

南募 0039 102.10.05 陳國興 $200 

南募 0040 102.10.05 郭子齊 $200 

南募 0041 102.10.05 吳振興 $500 

南募 0042 102.10.07 蔡登進 $1,800 

南募 0043 102.10.15 郭瑞坤 $80,000 

南募 0044 102.10.30 壹肆伍貳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16,800 

東募 0001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02 102.08.31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東募 0003 102.09.07 李朝福 $4,000 

東募 0004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05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06 102.09.08 鄭春福 $2,000 

東募 0007 102.09.08 李志文 $2,000 

東募 0008 102.09.08 劉松萬 $2,000 

東募 0009 102.09.09 宜蘭縣龜山島社區發展協會 $4,000 

東募 0010 102.09.09 林木貴 $2,000 

東募 0011 102.09.11 宜蘭縣利澤簡文教促進會 $2,000 

東募 0012 102.09.11 林文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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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捐款人捐贈資料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人姓名／單位 捐贈金額 

東募 0013 102.09.13 竑叡股份有限公司 $16,800 

東募 0014 102.09.14 王熏 $16,800 

東募 0015 102.10.21 黃錦峰 $2,000 

東募 0016 102.10.21 財團法人大二結文化基金會 $16,800 

東募 0017 102.10.21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10,000 

東募 0018 102.10.21 林奠鴻 $50,400 

東募 0019 102.10.21 吳鴻銘 $2,000 

東募 0020 102.11.01 吾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 $1,970 

東募 0021-60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61 102.09.06 陳武強 $2,000 

東募 0062 102.09.10 蘇美如 $2,000 

東募 0063 102.09.10 林二龍 $2,000 

東募 0064 102.09.10 王珩 $2,000 

東募 0065 102.09.10 林正芳 $2,000 

東募 0066 102.09.14 李建清 $4,000 

東募 0067 102.09.16 白米社區發展協會 $4,000 

東募 0068 102.09.17 橘之鄉 $2,000 

東募 0069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70 102.9.17 枕山休閒農業區 $2,000 

東募 0071 102.09.05 陳松根 $6,000 

東募 0072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73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74 作廢  作廢 作廢  

東募 0075 102.09.27 內城社區發展協會 $10,000 

東募 0076 102.09.28 林庭賢 $2,000 

東募 0077 102.09.28 台大城鄉基金會 $6,000 

合計 $1,442,170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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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資捐贈 

 
收據編號 捐贈日期 捐贈人姓名／單位 捐贈品項 捐贈數量 時價 

物募 0001 102.10.15 高雄市立美術館 版畫 8 幅 $24,000 

物募 0002 102.10.15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社區

發展協會 
花生糖 8 包 $800 

物募 0003 102.10.15 
臺南市東山區李子園社

區發展協會 

古早味龍眼

乾 
3 籃 $600 

合計 $25,400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