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愛  心  捐  款  名  錄 
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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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業 捐 款 

捐款單位 金   額  捐款單位 金    額 

台灣諾華(股)公司 $325,000  允帥有限公司 $6,000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260,000  鑫豪有限公司 $5,000 

華歌爾(股)公司 $202,000  永信藥品公司 $5,000 

台中中央扶輪社 $130,000  興農人壽保險(股)公司 $3,000 

嘉隆實業(股)公司 $100,000  沙鹿鎮農會家政班 $3,000 

愛烙達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木蘭工作室 $3,000 

日華金屬工業(股)公司 $50,000  凱群資訊(股)公司 $2,500 

金格蘭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30,000  孑永實業有限公司 $2,400 

青志金屬工業(股)公司 $20,000  福興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2,000 

正興棉被行 $20,000  皓翔營造有限公司 $14,000 

魏斯蒙(股)公司 $12,000  台中榮總志工隊 $2,000 

台北婦女中心志工團 $12,000  沙鹿鎮衛生所 $1,600 

世貿航空海運 $10,000  南投看守所 $1,200 

友華生技醫藥(股)公司 $10,000  彰化生命線協會 $1,000 

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100,000  耕莘醫院關懷聯誼會 $1,000 

晟揚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8,000  台北市婦慈協會 $6,200 

英商壯生和壯生(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美商怡佳(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000   

GIVE 2 ASIA (US$4737.58x33.86)   $160,414   

天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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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張麗莉 $200,000  陳美惠 $16,330  莊乃光 $10,000  許釵 $6,000 

沈臨玲 $66,400  郭尤美 $16,000  陳雪貞 $10,000  楊錫標 $6,000 

何俞宛 $50,000  鄭一芳 $15,000  黃春月 $10,000  蔡心慈 $5,500 

沈臨龍 $50,000  儲幼梅 $13,125  黃淑姿 $10,000  賈紫平 $5,400 

吳誠中 $41,200  陳純真 $13,000  楊淑華 $10,000  王惠暢 $5,200 

江蓮鳳 $40,960  劉自嘉 $13,000  蔡秀女 $10,000  張博雅 $5,200 

江妙蟾 $30,000  黃淑端 $12,900  蔡新聲 $10,000  吳坤仁 $5,000 

李翠珠 $30,000  儲冬梅 $12,000  謝陳碧娥 $10,000  吳明慧 $5,000 

林葳婕 $30,000  洪慧玲 $11,800  謝月綢 $9,600  吳明憲 $5,000 

翁作新 $30,000  尤美女 $10,000  汪浩 $9,200  呂象敏 $5,000 

顏錦田 $30,000  何詠瀚 $10,000  曾月綢 $9,000  李素芬 $5,000 

楊美斯 $20,000  林陳春英 $10,000  黃登山 $9,000  林陳秀勤 $5,000 

詹富慧 $20,000  彭王惠貞 $5,000  鄭英春 $8,500  林貴瑛 $5,000 

劉嘉玲 $20,000  彭金三 $5,000  林慧玲 $6,500  秦燕 $5,000 

蔡青穎 $20,000  黃厚星 $5,000  陳蜀蓮 $6,200  康吉良 $5,000 

賴本隊 $20,000  楊景松 $5,000  紀秋雄 $6,000  何春紅 $3,000 

黃承儒 $18,000  廖麗滿 $5,000  陳錦雯 $4,000  林義富 $3,000 

劉大江 $16,400  劉愛玉 $5,000  鄭瑞菁 $4,000  林義順 $3,000 

張甚 $5,000  劉寶愛 $5,000  吳妍羚 $3,800  邱麗娃 $3,000 

陳太平 $5,000  徐錦姬 $4,400  李百慧 $3,770  柯洪雪娥 $3,000 

陳美珠 $5,000  曹麗玲 $4,000  許美瑾 $3,400  張大棟 $3,000 

陳龍莉 $5,000  許月卿 $4,000  林志堅 $3,200  陳如萍 $3,000 

謝家明 $3,000  陳信雄 $4,000  張白欣 $3,200  詹建勝 $3,000 

謝慧蘭 $3,000  劉麗美 $3,000  許添盛 $3,200  鄔新春 $3,000 

林基銘 $2,500  鄭振昇 $3,000  梁翠梅 $2,500  詹富英 $2,400 

鄧麗玲 $3,000  黃陳菜 $2,000  鄧旗明 $2,500  張朝昌 $2,000 

廖秀如 $2,400  張麗芬 $2,000  嚴國蓉 $2,400  黃菊秋 $2,000 

余玉雪 $2,400  張馨伊 $2,000  丁蔣愛華 $2,000  楊月珍 $2,000 

林美娟 $2,400  許桂枝 $2,000  王淑玉 $2,000  楊火燈 $2,000 

徐宇岑 $2,400  陳威達 $2,000  白桂云 $2,000  楊李香蘭 $2,000 

楊平 $2,400  陳美亮 $2,000  吳麗雪 $2,000  楊初美 $2,000 

林信貞 $2,000  陳桂英 $2,000  呂月秋 $2,000  盧志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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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素碧 $2,000  陳雪英 $2,000  李英明 $2,000  賴學良 $2,000 

邱淑瑞 $2,000  陳雪娥 $2,000  王如謹 $1,000  林秀春 $1,700 

侯彬棧 $2,000  游育蕙 $2,000  王鑽福 $1,000  呂淑寬 $1,600 

施秀采 $2,000  陳美撙 $1,600  朱素芬 $1,000  孫銘希 $1,600 

施麗禎 $2,000  黃永昌 $1,600  江淳綺 $1,000  鄭明珠 $1,000 

張戎青 $2,000  劉梅英 $1,500  吳珍技 $1,000  鄧玉真 $1,000 

李貴美 $1,000  蔡炎煌 $1,500  洪梅玉 $1,000  賴林素芬 $1,000 

林爾 $1,000  賴玉雲 $1,500  徐銀嬌 $1,000  鍾秀香 $1,000 

邵森生 $1,000  王紫涵 $1,400  莊玉娥 $1,000  顏麗貞 $1,000 

邱靖松 $1,000  蕭郁霖 $1,300  許彩絨 $1,000  彭彩鳳 $890 

洪秀玉 $1,000  李麗卿 $1,200  陳太太 $1,000  吳敏 $600 

張秀喜 $500  林俊宏 $1,200  曾吳春花 $1,000  李玉真 $500 

張宜庭 $500  詹乙未 $1,140  黃陳麗貞 $1,000  李淑春 $500 

張懷文 $500  陳麗香 $500  溫秋月 $1,000  沈喜美 $500 

郭宇珊 $500  童李妹 $500  廖優華 $1,000  周來旺 $500 

陳秀金 $500  楚家臺 $500  劉妙珍 $1,000  林巧雲 $500 

陳靜盈 $500  詹阿銀 $500  劉淑屏 $1,000  林金枝 $500 

蘇淑貞 $500  蔣邱映斯 $500  蔣進修 $1,000  徐玉蓮 $500 

陳柔安 $400  盧素真 $500  蔡麗美 $1,000  馬玉珠 $500 

謝秀銀 $2,000  邵克勇 $2,000  王月娥 $200  陳俊宏 $300 

周嘉音 $2,000  鄭惠文 $200  林麗勤 $200  沈靜音 $250 

顏怜珠 $400  四方菩薩 ＄50  黃榆婷 $1,000  蘇薔華 $3,000 

林惠鶯,深川治道,林櫻雲      $10,000  邱紹南、陳雪珠   $6,000 

日本曙光會隆子會長          $14,091  林玉霜等 12 人   $1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