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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款名錄愛心捐款名錄愛心捐款名錄愛心捐款名錄    

(98 年 1 月至 9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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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本會連絡更正！正確資料概以本會正式收據為準。 

� 企業捐贈企業捐贈企業捐贈企業捐贈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290,000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喬安網路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國際崇她台北一社 

150,000 台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  8,000 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國際崇她二社 

100,000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公司-台灣

分公司 

 4,972 正順科技有限公司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507 岡捷企業有限公司 

83,470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 

 3,600 允帥有限公司 

50,000 C.Y.S.假髮 接髮  3,445 台灣開懷協會 

 大都會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000 魔法家園 

 宜庭有限公司  2,000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光鹽社 

 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惠康醫療救濟

基金會 

 1,000 台中思恩堂姊妹團契 

 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佐和陶瓷國際有限公司 

 

� 個人捐款個人捐款個人捐款個人捐款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50 許世昌  270 徐百媚 

100 何淑櫻、李季芳、洪水益、張玉珍、
張碧倫、無名氏、曉語 

 300 王恩有、林瓊珠、孫皎容、無名氏、
楊寶蓮、劉明瑛 

135 郭萬鎰  337 李秀惠 

200 古月娥、周玉芬、周美容、徐建華、
陳慧玲、童文蓮 

 400 謝政坤 

250 李秀蘭、林佩昭、張瑩琪、黃淑萍、
董瑞珍、賴茗芬 

 500 方琇嵐、王金燕、石旻生、江政謙、
李淑芳、林沛筠、林季燕、秦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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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500 陳敏珠、陳  霈、陳麗玲、彭秀英、 
無名氏、黃夙昭、楊阿鳳、劉美幸、
蔡淑梅、鄭美玲、盧秀英 

 4800 王惠暢 

600 賴麗娟  4,800 
 

游育蕙、萬居仁 

800 翁瑛黛  5,000 吳坤仁、吳明慧、吳清文、林基銘、
徐瑛鎮、翁益強、張大棟、張寶方、
陳林綢、黃純瑩、潘玲芝、顏夢澄、 
羅芳蘭 

900 張清雪  6,000 宋麗慎 

1,000 王足女、池祥麟、何彩霞、李桂秋、
沈素蘭、林佳慧、邱麗秀、段維杰、
洪彩慈、馬麗娟、張月娥、張淑如、
張惠璧、張麗嬋、莊月鳳、陳牡丹、
陳清香、陳淑敏、陳盛彰、陳德裕、
陳慧女、無名氏、楊振忠、楊黃瓊玉、
楊瓊香、董穎輝、劉乃銘、歐任恭、
蕭雪珍、賴志峰、賴美璇、薛美惠、 
羅嘉華 

 6,200 秦燕 

1,200 何文枝、呂孟貞、李淑鶯、卓玉琴、
侯佳伶、陳淑琴、蕭伊伶 

 8,800 林萍 

1,400 林玉鈴  9,600 劉齊珠 

1,500 林銀、徐許秀英、劉姵均、蘇牙  10,000 王金富、江妙蟾、吳國豐、林美霞、
莊茂德、黃耀發、劉寶愛 

1,900 無名氏  10,800 詹美香 

2,000 王儷蓁、何碧珍、林嘉敦、林翠屏、
徐玉珍、張玉如、張松德、張財旺、
張盧貴美、郭力立、郭尤美、 
彭王惠貞、游足麗、黃寶華、楊健源 

 11,200 歐錫坤 

2,400 陳錦宏、黃永昌、葉大成  12,200 汪逸萍 

2,600 許有村  14,800 陳豐仁 

2,858 陳廉金釵  15,000 吳鳳珠 

3,000 田月慧、林宜臻、陳碧娥、詹美枝、
謝金錐 

 20,000 沈臨龍、紀潔芳、徐若瑩、 
劉嘉玲 

3200 王琦嫻  22,000 劉大江 

3,600 陳泓容  30,000 翁作新 

3,600 蕭伊廷  40,000 劉自嘉 

4,000 汪浩、張百欣、梁翠梅  50,000 
 

吳誠中、孫定國 

4,200 李國鼎、陳光國、蔡生、鄧韶清  138,000 管志宏 

   162774 EN-YO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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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捐款會員捐款會員捐款會員捐款    

金額 企業名稱  金額 企業名稱 

100 姚祥玲、楊麗卿  5,524 諶麗華 

200 李永紅、李百慧、彭玉琳  5800 高秀鈴、林貴霞 

300 鍾沛芸  6,571 蔡錦屏 

400 徐詹乙未、彭彩鳳、謝瓊豔  6600 林淑環 

500 王雅足、成玉珠、吳依橙、吳美燕、 

呂楊英琴、李金鳳、李美瑩、孟憲瑜、 

林妤蓁、施秀采、柯洪雪娥、范淑金、 

徐寶玉、張靖純、許月貴、郭美華、

陳春齡、陳素娥、章翠華、黃秋惠、

黃碧珠、廖婉如、劉翠美、簡瑞蓉、

羅秀玲 

蘇美雪 

 8,200 楊平 

600 吳秀容、林其蓉、林素紅  8,500 黃麗月 

800 陳世珠  10,000 王麗玲、林玉玲、陳美玲、劉艷敏 

900 陳秀金  10365 汪淑華 

1,000 朱素芬、何美珍、余月娥、吳燕珍、 

李吳合、枋陳杏花、林翠屏、柯秋燕、 

張秀鳳、張金英、曾秀菊、曾慧娟、 

董敏萍、廖張粉、劉美幸、劉美雲、 

劉陳悅姬、賴月茹、薛夙珍、簡瓊珠、 

羅淑嫥 

 11,700 陳寶彩 

1,500 徐美華、陳佳緯、趙秀琴、鄭良美、

簡秀端、羅安妮 

 13,100 鄭一芳 

1560 林淑麗  20000 侯淑英, 

2,000 李純子、林連秀鳳、林雀、許玉英、

許淑惠、陳鳳珠、陳麗華、黃郭瓊雲、

黃鈴鈴、蒙秀芬、謝鳳嬌、魏麗雲 

 20,600 陳錦雯 

2,200 溫秋月  25,000 楊沐善 

2,500 黃文慧  30,000 李翠珠 

3,000 沈臨玲、郭瑩青、陳婉如、鄭秀珠、

繆張桃 

 36029 陳蜀蓮 

4000 許月卿  44400 徐若瑩 

4,000 陳慧貞  80,900 賈紫平 

4,500 周慧娟  101050 胡素華 

5,000 何文枝、游襄宜、廖玉葉、劉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