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捐款人的支持 

感謝開懷的朋友們二十年來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讓我們能陪伴守護每一個角落的乳癌病友。 

帶著您們給予的力量，開懷會踏著更穩健的腳步， 

持續努力不懈。 

 

 

 

愛心捐款名錄 

10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企業名稱 捐款金額 企業名稱 捐款金額 

桀成有限公司 120,000 上新進口音響 5,000 

社團法人台中北

區扶輪社 
102,000 

吉帝藥品股份有限公

司 
5,000 

中華海洋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 

社團法人西區扶輪社 
5,000 

財團法人小英教

育基金會 
100,000 基盛印刷 5,000 

羅氏大藥廠 100,000 台中市北區內輪社 3,000 

台灣東洋藥品 50,000 正順科技 2,446 

西安抗癌俱樂部 48,330 西安抗癌俱樂部 2,420 

艾偉特有限公司 30,000 中國圓緣-林芙蓉 2,000 

石豐獅子會 20,000 建吉企業 2,000 

財團法人台中市

私立世貿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20,000 健詮會計師事務所 2,000 

喬維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 

台中市就業中心志工

隊 
1,000 

髮斯特男女假髮 10,000 河堤幔食 1,000 

吉林乳癌關懷協

會 
9,680 遠和法律事務所 1,000 

鎰成汽車旅運 6,000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

物銀行協會 

營養補充粉 30

罐、麥片 172包、

白米 3公斤 30

包、餅乾 100盒 

 

 

 



 

愛心捐款名錄(續) 

10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捐款人 

500,000 唐○慈 9,600  謝○熹 

200,000 吳○羚 7,000 謝○錐 

180,900 邱○艾 6,800 陳○中 

150,000 黃○瑩 6,500 張○棻 

120,000 徐○瑩 6,000 

林○雲、李○綺、陳○

綢、林○鳳、杜○玲、黃

○蘭、李○霞 

52,500 劉○慶 5,500 吳○萱 

50,000 
蘇○芳、許○嬌、吳○中、江

○鳳 
5,400 田○慧 

49,680 金○ 5,000 

施○言、余○榮、陳○

曼、陳○仁、王○女、蔡

○音、吳○仁、張○妙

君、秦○、鄭○傑、蔡○

美、鄭○芳、郭○言、郭

○青、劉○敏、謝○雪 

48,330 陸○梅 4,500 吳○莉、王○科 

32,000 游○ 4,000 李○坤、戴○純 

30,000 簡○果、黃○端、李○珠 3,600 卓○琴、零錢捐-馬戲團 

29,602 Edmund-Tai&KAM-HAR-Yung 3,500 郭○芬、繆○桃 

29,390 吳○瑩 3,200 王○珍、張○芸 

24,000 許○卿 3,000 

蔡○進、林○素、杜○

珍、曾○菊、黃○儀、陳

○芬 

20,106 呂楊○琴 2,900 陳○如 

20,000 

侯○英、林○珠、劉○嘉、陳

○檃、蔣○兒、柯○娥、李○

麟 

2,800 沈○玲、20晚宴義賣 

16,600 萬○仁 2,700 新竹桃園小組 

15,890 賈○平 2,600 林○如 

15,000 蔡○潔 2,660 嚴○勝 

12,500 繆○娟 2,500 洪○、蔡○葉 

12,000 
黃○月、郭○美、吳○慧、張

○玲 
2,438 陳○彩 

10,500 蕭○君 2,100 2/22義賣所得 

10,000 溫○月、林○玲、趙○燕、曾 2,000 蔡○真、郭○玲、周○



○森、呂○珠、黃○發、林○

美、賴○鈿、廖○緞、顏○田、

黃○月、林○泰、林○淑、姚

○為、陳○蓮、呂○華、楊○

貞 

瑢、邱○秀、陳○芬、謝

○珍、陳○葉、權○花、

黃○代、洪○妙、蘇○ 

 

愛心捐款名錄(續) 

10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捐款人 

1,900 零錢捐-台中醫院義賣 

500 

許○貴、呂○敏、趙○琴、李

○娟、陳○玉、周陳○美、王

○英、張○美、陳○伊、林○

嬌、蘇○彎、謝○宜、廖○姬、

陳○齡、黃○菜、王○真、廖

○幸、劉○君、蔡○慧、郭○

芳、鄭○紜、姚○瑛、周○慧、

許○惠、葉○玲、廖○娥、蔡

○日、吳○橙、黃○貞、鄧○

娟、蔡○蓉、陳○桃、李○玉、

陳○芷、陳○芸、沈○雲、周

○卿、陳○真、陳○霞、陳○

員、汪○、蔡○雪、許○敏、

陳○幸、邱○華、劉○卿、鄧

○嫈、柯○卿、唐○璞、施○

采、黃○惠、吳○寶、陳○員、

廖○葉、黃○鐶、陳○嬋、范

吳○惠、張○玲、潘○月、余

○娥、王○足、王○圓、林○

秀、吳○煙、黃○、黃○玉、

柯○華、黃○珠、王○瓊、洪

○玲、李○惠、魏○美、陳○

蓮、林○枝、王○慧、黃○雪、

陳○華、黃○美、陳○蓮、葉

○安、劉○芳、魏○美、陳○

蓮、徐許○英、林○鈴、康○

安、陳○茶、陳○瑭、魏○媛、

謝○坤、20 晚宴捐款(無名

氏)、黃○秋、張○書、孫○

玉、葉○秀、陳○明、廖○玉

惠、廖○宗、曲○琴、藍○昭、

林○柃、洪○珠、王○燕 

1,800 林○紅 

1,700 楊○涵 

1,600 
廖○貞、林○瓊、劉○珠、游○

蕙 

1,555 吳○技 

1,500 葉○芬、陳○文 

1,396 辦公室發票中獎 3-4月 

1,200 藍張○芬、任○琳、陳○惠 

1,000 

方○姐、蔡○珍、陳○女、陳○

雯、陳○如、陳○梅、閩○文、

廖○姿、薛○惠、西屯 2 組聚

剩、戴○慶、蕭○珍、謝○姐、

林○、蕭○王今、顏○仙、陳○

玲、林○惠、林○枝、陳○雲、

陳○惠、簡○珠、黃○芳、詹○

香、戴○楨、林○姐、楊○瀅、

林○貞、周○音、高○霞、趙○

琴、鄭○麗、周○葳、何○珍、

張○青、姚○琴、黃○英、傅○

盈、房○霞 



868 陳○慈 482 徐○惠 

800 江○霓 400 
張○雪、辦公室發票中獎 7-8

月 

700 劉○汝、詹○勇 300 楊○蓮 

650 黃○瑩 232 辦公室零錢捐 

646 3/27-3/31宣導經濟日報 217 陳○慈 

610 辦公室零錢娟 200 
媒體發票獎金、陳○惠張○昀

張○淇、王○鳳、曾○美 

600 
林○、余○珠、莊○紅、白○凱、

白○瑋 
135 郭○鎰、徐○媚 

愛心捐款名錄(續) 

10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捐款金額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捐款人 

101 李○惠 
鳳梨酥 300

個 
黃○娥 

76 辦公室零錢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