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份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回收金額 28,719 24,677 20,904 18,458 22,547 21,586 13,481      

回收數量 1,416 1,366 1,229 1,374 1,655 1,196 1,069      

 

七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 13,481 元整／1,069 支 捐贈愛心單位：41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財政部賦稅署 高雄市楠梓區公所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金管會銀行局 涵碧樓 

東武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國庫署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高雄市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優美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貴科技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陳曉雯 昇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跨領域大樓 客家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新墊事業 

2019 碳粉匣回收金額及數量 



中華電信基隆服務中心 鄧小姐 

哲宇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財政部 

長榮大學 台灣盛百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印製廠 基隆市七堵區公所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煉油廠林浦課 嘉禾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稅務局 高雄市岡山區戶政事務所 

洋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程佳資訊系統有限公司 

 

 

六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21,586 元整／1,196 支 捐贈愛心單位：43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雲林縣二崙鄉衛生所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台灣電力公司調度處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壹式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立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捐血中心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經濟部工業局 

碩齊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國家安全會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五股訓練場 正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戴文嘉 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環安中心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金管會銀行局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凱益股份有限公司 雙鷹企業有限公司 

客家委員會 臺南市中西區戶政事務所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昌冠企業有限公司 

伍福電機有限公司 法務部調查局基隆市調查站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觀光局 

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 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大醫院心臟外科 賢昇科技股份公司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高雄市苓雅區戶政事務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五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22,547 元整／1,655 支 捐贈愛心單位：56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南投縣立中興國中 

台灣匯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順多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臺灣鐵路管理局材料處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台灣敦豪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大學 

香港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統義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印製廠 國家安全會議 

台灣銀行授信審查部 國防醫學院 

嘉義市城隍廟 臺灣省城隍廟 

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中國輸出入銀行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愛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成功大學 佳昇五金鐵材行 

黃于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財政部 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研究所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汪雅惠 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第二服務站 

丹迪旅店 日進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立臺南大學 環境與生態學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社團法人台灣群力權能發展協會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鄧景宜 

葛登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空軍氣象聯隊 高雄市岡山區戶政事務所 

台象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津區戶政事務所 

德興運輸報關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陳泰良 國立嘉義大學新民校區系辦公室 

 

 

四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18,458 元整／1,374 支 捐贈愛心單位：41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士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晉陞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軍高雄財務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南港幼兒園 

旭超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益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財政部賦稅署 財政部國庫署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匯軒股份有限公司 文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陸軍三支部油庫 

霍爾媒體有限公司 永記造漆股份有限公司 

東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美股份有限公司 陸軍後勤訓練中心 

鄭智遠 移民署台中市第一專勤站 

新北市坪林戶政事務所 中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輸出入銀行 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詠晟專利事務所 基隆市警察局 

國家安全會議 高雄市苓雅區戶政事務所 

致晟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台北市議會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謝祖華 

客家委員會 

 

三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20,904 元整／1,229 支 捐贈愛心單位：46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環安中心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齊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謝祖華 經濟部工業局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中華民國海軍技術學校 

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 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 

中華民國財政部 新竹市稅務局 

華壯有限公司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輔仁大學 

中國輸出入銀行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臺東知本老爺酒店 

林崇民牙科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永峰-網路購物客戶 長榮大學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 苗栗縣大湖國中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原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陳先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美商富國銀行台北分行 中華大學 

沛新實業有限公司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學系 



彰化銀行 財政部國庫署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台灣中油基隆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皇冠陶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交通部觀光局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臺北榮總病房 

 

二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24,677 元整／1,366 支 捐贈愛心單位：43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 

國防醫學院 康暻企業有限公司 

李先生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連誠印刷 

長榮大學 鼎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長洲會計師事務所 陽興造機股份有限公司 

陳先生、劉小姐 中和製漆廠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易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鐵路管理局彰化機務段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台大醫院 佑岩企業有限公司 

國家安全會議 慈濟基金會 



惠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芙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山隆加油站 新北市陳小姐 

鄭小姐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高雄醫學大學 教務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信永興工業有限公司 大仁科技大學 

明冠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戶政事務所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先生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高雄市仁武區公所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一月份碳粉匣回收捐贈單位名錄 

回收捐贈總金額：28,719 元整／1,416 支 捐贈愛心單位：56 單位 

愛心單位名稱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周先生 

第一銀行 大園分行 德國在台協會 

國立中興大學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財政部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辦公室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順多企業 台灣電力公司 

中國輸出入銀行 臺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內科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台灣銀行授信審查部 台北捐血中心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山隆加油站 南投中興站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 

國庫署 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苗栗縣立圖書館 

黃小姐 新北市政府警察隊 婦幼警察大隊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保安警察大隊 

臺南市政府秘書處 巧芝家視聽有限公司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湖內區戶政事務所 

陳先生 全風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南吳小姐 

宜蘭縣宜蘭市戶政事務所 荷蘭商萊博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德興運輸報關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麗妍生技有限公司 恆春氣體工業 

中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交通警察大隊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碩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