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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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捐款	 捐贈金額	

玩咖咖啡店	 $	 	 	 	 	 	 683	

健詮會計師事務所	 $	 	 	 	 	 2,000	

芙爾摩莎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岡捷企業有限公司	 $	 	 	 	 	 5,000	

鎰成汽車旅運有限公司	 $	 	 	 	 	 6,000	

髮絲特男女假髮	 $	 	 	 	 10,0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	 	 	 	 10,000	

魏斯蒙股份有限公司	 $	 	 	 	 18,000	

社團法人台中市中央扶輪社	 $	 	 	 	 20,000	

金格蘭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	 	 	 	 36,000	

台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	 $	 	 	 	 50,000	



企業捐款	 捐贈金額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蘇玉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原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世貿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	 	 	 	 60,000	

神奇假髮	 $	 	 	 	 62,910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0	

個人捐款	 金額	 個人捐款	 金額	 個人捐款	 金額	

周○瑢	 $100	 廖○儷	 $600	 蔡○妮	 $2,000	

黃○心	 $100	 陳○雪	 $600	 蔡○昀	 $2,000	

王○香	 $200	 楊○涵	 $700	 發票中奬	 $2,000	

尉○謙	 $200	 汪○宏	 $800	 鄭○綺	 $2,000	

陳○秀	 $200	 邱○容	 $900	 白○元	 $2,562	

陳○君	 $200	 方小姐	 $1,000	 王○蓉	

王○萱	
$3,000	

楊○叡	 $200	 朱小姐	 $1,000	

黃○紓	 $200	 李○逸	 $1,000	 吳○慧	 $3,000	

賴○清	 $200	 李○潔	 $1,000	 張○方	

張○婕	
$3,000	

賴○志	 $200	 季○卿	 $1,000	

余○真	 $300	 林○貞	 $1,000	 梁○澤	 $3,000	

吳○雲	 $300	 謝○安	

謝○毅	
$1,000	

賀○運	 $3,000	

李○盆	 $300	 黃○怡	 $3,000	

林○娟	 $300	 林○頤	 $1,000	 廖○娟	 $3,000	

林○彤	 $300	 南○芬	 $1,000	 鄭○慧	 $3,000	

張○枝	 $300	 紀○媚	 $1,000	 賴○美	 $3,000	

陳○美	 $300	 張○宸	

施○芷	
$1,000	

白○凱	

白○瑋	
$3,348	

羅○珠	 $300	

楊○淑	 $300	 陳○霖	 $1,000	 王○貞	 $3,500	

廖○涵	 $300	 陳○瑩	 $1,000	 林○娟	 $3,500	

盧○祝	 $300	 陳○伶	 $1,000	 張○瑜	 $4,000	

謝○羽	 $300	 陳○麗	 $1,000	 黃○綸	 $4,000	

吳○佩	 $400	 葉○玲	 $1,000	 林○銘	 $5,000	

彭○龍	

彭○雲	

許○國	

許○仔	

$400	

廖○妡	 $1,000	 尤○超	 $5,000	

趙○春	 $1,000	 饒○漢	 $5,000	

潘○璇	 $1,000	 林○鳳	 $6,000	

蔡○敏	 $1,000	 張○棻	 $6,000	



個人捐款	 金額	 個人捐款	 金額	 個人捐款	 金額	

侯吳○梅	 $430	 白○瑋	 $1,200	 陳○蘭	 $6,000	

吳○霞	 $500	 林○娟	 $1,200	 陳○羽	 $6,000	

李○慧	 $500	 林○婷	 $2,000	 林○樂	 $8,000	

林○儒	 $500	 洪○強	 $2,000	 吳○潔	 $8,800	

林○貞	 $500	 陳○穎	 $2,000	 黃○發	 $10,000	

楊○煙	 $500	 陳○仁	 $2,000	 朱○芳	 $11,800	

王○云	 $600	 黃○綺	 $2,000	 楊○瑱	 $12,000	

林○筠	 $600	 趙○哲	 $2,000	 蔡○美	 $12,000	

黃○伊	 $12,750	 溫○合	 $20,000	 葉○成	 $50,000	

謝○廷	 $13,800	 溫○炫	 $20,000	 台灣 PAY小額捐	
$124,610	

無○氏	 $15,451	 饒○喆	 $20,000	

李○甫	 $20,000	 謝○珍	 $46,000	 	 	

會員捐款	 金額	 會員捐款	 金額	 會員捐款	 金額	

林 O如	 $200	 陳 O珠	 $500	 江O鳳	 $2,300	

林 O麗	 $200	 喬O玲	 $500	 桃竹區開懷小組	 $3000	

葉 O芬	 $200	 黃 O柑	 $500	 曾O菊	 $3,000	

賴 O晴	 $200	 蔡 O真	 $500	 繆O桃	 $3,000	

周 O音	 $300	 蔣O芳	 $500	 陳 O碧	 $3,100	

徐O惠	 $300	 藍O華	 $500	 郭O玲	 $5,000	

許 O卿	 $300	 羅 O玲	 $500	 陳林 O雲	 $6,000	

華 O妍	 $300	 陳 O玉	 $500	 謝 O芳	 $9,600	

黃 O敏	 $300	 郭O萍	 $700	 林 O玲	 $10000	

黃 O梧	 $300	 王 O芬	 $900	 陳 O蘭	 $10,600	

黃 O月	 $300	 許 O敏	 $900	 繆O娟	 $12,000	

吳 O端	 $350	 李 O紅	 $1,000	 周 O	 $16,600	

何O麗	 $500	 張 O鳳	 $1,000	 侯 O英	 $20,000	

呂O敏	 $500	 黃 O瑟	 $1,000	 李 O珠	 $30,000	

周 O慧	 $500	 蔡 O雪	 $1000	 戴O純	 $50000	

高O鈴	 $500	 陳 O娟	 $1,000	 徐O瑩	 $120,000	

莊O紅	 $500	 陳沈O寶	 $1,050	 	 	

許 O貴	 $500	 谷O瑛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