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愛  心  捐  款  名  錄 

非常感謝社會各界愛心人廠商、機構對本會的支助，讓這個完全由乳癌病友

組成的非營利人民團體能有力量為更多的病友服務，也能繼續到各個社區推展婦

女乳房自我檢查活動，為全婦女的健康盡一份心力。我們會珍惜這難得的珍貴資

源，也希望大家能繼續給我們指導和支持。下列資料如有錯誤或漏列，都是我們

的疏忽，請與本會連絡，請一定要原諒喔！正確資料概以本會正式收據為準。 

92 年 

企業捐款 
捐款單位 金 額  捐款單位 金  額 

大里仁愛醫院 $1,200  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50,000 

太平扶輪社 $2,000  台中市重慶教會 $2,000 

元盟交通有限公司 $1,000  無名氏 $60,000 

台北市溫馨協會 $2,000  艾偉特有限公司 $5,000 

民主進步黨 $8,000  台中南華生死教育學分班 $3,283 

漢唐盛世社區大樓 $3,000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南投縣基督徒福音推廣協會 $500    

財團法人天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0,000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會     $3,000    

 
 

個人捐款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嚴鑾英 $100  鄭惠文 $200  廖玉葉 $300  唐壁雄 $500 

陳憬儀 $200  王迺純 $200  吳素綢 $400  陳季英 $500 

洪碧雲 $300  李琇瑧 $300  范淑金 $500  賴蓬已 $500 

林啟鵬 $328  謝麗君 $300  張惠美 $500  徐宇岑 $800 

張秀喜 $500  李麗卿 $400  王紫涵 $1,000  葉玲琴 $1,000 

趙曉寧 $500  黃瓊仙 $500  林月英 $1,000  賴永裕 $1,000 

余錦華 $750  李招弟 $800  林麗珠 $1,000  鄧麗玲 $1,200 

楊雙 $800  趙淑玲 $800  張珀香 $1,000  周嘉音 $1,500 

吳珍技 $1,000  李吳合 $1,000  陳立文 $1,000  翁益強 $1,600 

林淑英 $1,000  林淑真 $1,000  陳淑萍 $1,000  張宜庭 $1,670 

孫麗 $1,000  張戎青 $1,000  楊平 $1,300  吳振源 $2,000 

許麗美 $1,000  許淑惠 $1,000  鄔新春 $1,500  陳美玉 $1,600 

陳品君 $1,000  陳美撙 $1,000  林淑環 $1,600  朱秀花 $2,000 

無名氏 $1,000  林惠鶯 $2,000  羅耀明 $1,600  施麗禎 $2,000 

呂月秋 $1,200  陳錦雯 $2,000  洪秀玉 $300  李廖曲 $200 



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愛  心  捐  款  名  錄（續） 
 

個人捐款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儲曉梅 $1,400  林麗勤 $200  簡麗華 $300  楊秀梅 $400 

蔡佩真 $2,000  李香蘭 $2,900  陳守敏 $1,000  羅詹阿銀 $400 

余玉雪 $2,100  秦燕 $3,200  曾藹芳 $1,000  徐寶玉 $500 

張君涵 $3,800  杜惠音 $6,000  劉美惠 $1,000  陳錦妹 $500 

甄國寧 $5,000  陳信誠 $6,050  魏邦朱 $1,000  賴秋華 $600 

謝月綢 $5,200  吳麗雪 $9,850  鄭張鳳嬌 $1,000  黃巫不碟 $800 

許月卿 $1,000  鄭英春 $10,000  廖何金葉 $1,000  朱素芬 $1,000 

何素秋 $2,000  李百慧 $10,030  簡楊雪梨 $1,000  林彥妤 $1,000 

林顯榮 $2,000  詹富英 $3,200  邱張秀春 $1,000  呂淑寬 $4,400 

黃永昌 $2,000  許桂枝 $4,000  黃菊秋 $2,000  簡務果 $5,000 

賴惠珍 $2,000  林櫻雲 $10,000  謝秀銀 $2,000  林素紅 $5,600 

顏怜珠 $2,100  陳蜀蓮 $11,000  黃玉真 $2,500  賈惠雯 $6,000 

呂象敏 $3,000  江蓮鳳 $14,000  汪浩 $3,000  黃曉峰 $8,800 

林美娟 $1,400  黃淑端   $14,100  鄭一芳  $3,300  邱麗娃 $10,000 

劉向明 $1,500  陳美惠 $18,900  顏素貞 $6,000  儲冬梅 $11,000 

曹靈維 $1,600  蔡央雪 $25,750  黃陳麗貞 $8,388  何志修 $14,000 

周錦鳳 $1,800  張白欣 $11,600  黃厚星 $9,000  無名氏 $20,000 

林俊宏 $2,000  林淑卿 $13,000  徐錦姬 $5,610  李翠珠 $30,500 

孫蘭玉 $2,000  儲幼梅 $15,700  陳龍莉 $5,000  沈臨龍 $50,000 

楊裔寧 $2,000  陳漢光 $20,000  陳秀金 $5,100  沈臨玲 $80,300 

蘇顏洲 $2,000  吳碧蓮 $20,460  陳美亮 $3,000  鄧旗明 $5,000 

莊雅雯 $2,600  賈紫平   $57,200  洪慧玲 $3,550  陳寶彩 $5,300 

張大棟 $6,000     林槐泰 US$1000  @33.71 $33,710 

賴琇瓔(東海大學女生指導室) $1,000    

MRS. MARY C. SHEN  US$2000  @33.71  $67,420     

 
93 年一月 

企業捐款 
捐款單位 金 額  捐款單位 金  額 

林園企業集團 $50,000  梵森生物科技公司 $30,000 

錦田整型外科 $30,000  金格蘭企業公司 $30,000 

魏斯蒙股份有限公司 $6,000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愛烙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愛  心  捐  款  名  錄（續） 
 

個人捐款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捐款姓名 金 額 
許彩絨 $1,000  蔡青穎 $20,000  林金枝 $500  謝月綢 $3,000 

黃陳麗貞 $1,000  江蓮鳳 $10,000  余玉雪 $400  王淑玉 $2,000 

楊景松 $5,000  詹富慧 $20,000  蔣邱映斯 $500  江妙蟾 $30,000 

儲冬梅 $1,000  黃淑端 $2,000  紀秋雄 $6,000  何俞宛 $50,000 

陳秀金 $500  蔡新聲 $10,000  儲幼梅 $500  徐錦姬 $660 

鄧麗玲 $1,000  李麗卿 $100  林基銘 $1,000  林美娟 $200 

陳雪珠 $6,000  無名氏 $2,000  陳純真 $13,000  蔡秀女 $10,000 

陳雪英 $2,000  陳太平 $5,000  呂象敏 $2,000  劉淑屏 $1,000 

 
 
 
 
  

 
1. 感謝中天生物科技、台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助印十週年專刊      

印刷費。 

2. 感謝聯合勸募協會捐助人事費乙名。 

3. 感謝中華新時代協會許添盛醫師捐贈抗癌身心靈療法 CD 100 片及     

書籍乙批。 

4. 感謝美商怡佳公司贈化妝包 600 份。 

5. 感謝高茗製帽公司贈遮陽帽乙批。 

6. 感謝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贈乳癌 101 問答集 600 本。 

7. 感謝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林佳慧小姐贈日本元昆布乙批，謝麗芬 

小姐贈有機黃豆乙批。 

8. 感謝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贈乳癌病友輔導藥物篇乙批。 

9. 感謝黃淑端會友捐贈抗癌身心靈療法 CD 600 片。 

 

感 謝 

法律諮詢 
親愛的各位朋友： 
如果您遇到任何法律問題，歡迎隨時來電開懷協會的『法律顧問－陳麗如律師』， 
她非常樂意免費提供會友相關諮詢服務：聯絡方式如下： 

泓盛國際法律事務所 

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二段八號五樓之一  電話：04-22257988  傳真：04-22258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