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捐款單位/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元）
敘獎類別 具體捐贈事蹟
（用途）

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10,000,000 水晶獎座 校務發展基金

2 張高祥     5,000,000 金質獎牌 雙和醫院翔宇專款

3 邱詠婷     2,000,000 銀質獎牌 醫學與人文學術研究基金、婦幼研究中心基金

4 歐耿良     1,500,000 銀質獎牌 生醫器材研究基金

5 林益如     1,500,000 銀質獎牌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幼研究中心基金

6 陳守誠     1,320,000 銀質獎牌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7 曾啟瑞     1,175,081 銀質獎牌 醫學院建院基金、附醫生殖醫學中心研究費

8 林志聲     1,100,000 銀質獎牌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9 張念中     1,000,000 銀質獎牌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10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814,572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11 陳俊榮        804,935 獎狀 食品機能研究基金

12 順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獎狀 神經醫學發展基金

13 中華民國牙橋學會        76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4 陳忠明        702,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15 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        700,000 獎狀 牙醫學系所實驗研究相關經費等

16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 獎狀 食品機能研究基金

17 台北天后宮        605,000 獎狀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等

18 黃志堅        60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

19 國華牙材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20 魏柏立        600,00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21 傑昇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獎狀 拇山保健營養謝明哲講座教授基金

22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560,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23 洪進昇        552,75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24 台大之友        550,000 獎狀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25 吳佳哲        543,888 獎狀 幹細胞研究中心(SCRC)發展基金

26 江錫仁        541,06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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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飛鵬        535,200 獎狀 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建設基金

28 張棋楨        530,984 獎狀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29 林宗逸        500,000 獎狀 婦幼研究中心基金

30 賴文賢        50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31 葉純甫        50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婦幼研究中心基金

32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獎狀 附醫生殖醫學中心研究費

33 白錦松        500,000 獎狀 萬芳醫院院務基金

34 國瑞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35 寶瀛國際有限公司        484,000 獎狀 拇山保健營養謝明哲講座教授基金

36 台灣臺北醫學大學校友總會        455,000 獎狀 感恩牆、學生會

37 葛建埔        452,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38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450,000 獎狀 中醫社會醫療服務隊等

39 柯文欽        450,000 獎狀 醫學科學研究所學術研究基金

40 陳義聰        450,000 獎狀 Dentway德威服務奉獻獎學金

41 黃瓊芳        447,418 獎狀 生醫器材研究基金等

42 郵政總局郵政醫院        440,000 獎狀 國際醫療發展基金等

43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440,000 獎狀 闕壯卿講座教授基金

44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440,000 獎狀 海外醫療服務團南印度組等

45 松山奉天宮管理委員會        435,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46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佛教菩提慈善基金

會
       430,000 獎狀 中醫社會醫療服務隊等

47 伯妮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425,802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48 思耐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25,802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49 王伯綸        425,000 獎狀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50 郭立人        420,00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51 高尊良        42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等

52 寶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18,080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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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石公燦        41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獎助學金

54 陳大樑        392,000 獎狀 醫學系麻醉學科研究基金

55 楊茂仁        360,000 獎狀 醫學院建院基金等

56 行政院衛生署        355,390 獎狀 推動智慧醫療照護計畫主機系統三台

57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351,352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58 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51,352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59 黃明燦        344,800 獎狀 Dentway德威服務奉獻獎學金

60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34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等

61 戴承正        331,000 獎狀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62 康士美牙醫診所        323,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63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7,000 獎狀 電子血壓計乙批

64
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310,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65 社團法人台灣拇山醫友會        309,000 獎狀 林杰進同學獎學金等

66 翁肇嘉        308,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67 蔡恒惠        305,000 獎狀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68 彭瓊琦        301,200 獎狀 醫學系研究基金等

69 林義融        300,000 獎狀 齒顎矯正研究相關費用

70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71 林佳靜        300,000 獎狀 附醫生殖醫學中心研究費

72 蔡明宏        300,000 獎狀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73 李翠蓮        30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

74 財團法人仲祥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00,000 獎狀 綠十字醫療服務隊等

75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300,00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76 惠健生技有限公司        281,514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77 林時宜        268,600 獎狀 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建設基金

78 邱彥碩        266,185 獎狀 食品機能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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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26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80 鄭嘉榮        256,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

81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泰山巖        255,000 獎狀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等

82 葉文凌        250,000 獎狀 足球隊

83 林秀娜        250,000 獎狀 顎顏面贋復

84 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福利基金會        240,000 獎狀 社會醫療服務隊第一隊等

85 陳冠州        230,000 獎狀 醫學系研究基金

86 黃駿逸        230,000 獎狀 醫學資訊研究所所務基金

87 郭建宏        230,000 獎狀 醫學資訊研究所所務基金

88 蔡尚穎        228,100 獎狀 醫學系典範教育基金、弱勢助學獎學金等

89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210,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90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        210,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91 蔡茂松        20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92 蕭金玉        200,000 獎狀 急難救助金

93 南山福德宮        200,000 獎狀 社會醫療服務隊第一隊等10隊

94 謝芳文        20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

95 陳永和        200,000 獎狀 急難救助金

96 潘重華        200,000 獎狀 國際醫療發展基金

97 吳芳親        200,000 獎狀 醫技學系所發展基金

98 王弘傑        200,000 獎狀 形態學大樓改建

99 李輝忠        200,000 獎狀 神經醫學發展基金

100 周瑞堂        196,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01 周彥儒        183,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102 大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獎狀 醫學系神經學科發展基金

103 許獻忠        177,296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等

104 朱安正        162,5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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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
       160,000 獎狀 海外醫療服務團

106 許庭禎        16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獎助學金

107 吳志仁        153,814 獎狀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08 翁興裕        150,182 獎狀 醫學科學研究所學術研究基金

109 薛博遠        150,000 獎狀 齒顎矯正研究相關費用

110 楊東翰        150,000 獎狀 齒顎矯正研究相關費用

111
財團法人台北縣私立輝容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150,000 獎狀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等

112 許紋銘        150,000 獎狀 雙和醫院第二醫療大樓

113 黃崇恆        150,000 獎狀 藥學院建院基金

114 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        150,000 獎狀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等

115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福宮        150,000 獎狀 杏青康輔社會醫療文藝服務隊等

116 郭雨文        142,114 獎狀 Dentway德威服務奉獻獎學金

117 蘇光麒        141,501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118 李居仁        136,500 獎狀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19 楊淑惠        130,993 獎狀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

120 王成志        13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21
財團法人中國社會行為研究社中華崑崙

道苑基金會
       130,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隊等

122 彭光勳        12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123 財團法人TDK文教基金會        120,000 獎狀 社會醫療服務隊第一隊

124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

125 陳重信        105,000 獎狀 藥學系系務發展基金-蔡善媛女士紀念獎學金

126 財團法人華緣教育基金會        105,000 獎狀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等

127 李祖德        103,000 獎狀 學生會、教學卓越基金

128 謝宗輝        100,000 獎狀 校務發展基金-2101教室

129 荷茂牙科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王合文教基金會清寒獎學金

130 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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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醫學系外科學科研究基金

132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醫學院學術交流基金

133 財團法人永大文教公益基金會        100,000 獎狀 附設醫院院務基金、海外醫療服務團等

134 沈梅玲        100,000 獎狀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血液腫瘤

135 敦麗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國際醫療發展基金

136 陳國璋        100,000 獎狀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137 輻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藥學院設備乙批

138 敦和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國際醫療發展基金

139 銓興營造有限公司        100,000 獎狀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40 高雄市玉皇宮管理委員會        100,000 獎狀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141 姜林來發        100,000 獎狀 Dentway德威服務奉獻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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