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醫學院 陳智光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80,000 111/02/21
醫學院 魏柏立 醫學系外科學科-A 58,320 111/02/15
醫學院 蔡葵諺 醫學系外科學科-A 50,000 111/02/15
醫學院 林慶齡 新陳代謝科學科發展基金 32,580 111/02/17
醫學院 王偉林 醫學系外科學科-A 25,000 111/02/15
醫學院 江盈儀 醫學系皮膚學科發展基金 14,000 111/02/14
醫學院 張引碩 醫學系皮膚學科發展基金 14,000 111/02/07
醫學院 林明秀 醫學系皮膚學科發展基金 14,000 111/02/07

醫學院 江振崑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
5,000 111/02/09

醫學院 陳石開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
2,000 111/02/09

醫學院 廖乙學 醫學系家庭醫學學科發展基金 1,530 111/02/14
醫學院 林正清 醫學系家庭醫學學科發展基金 1,264 111/02/18
醫學院 李欣岱 醫學系家庭醫學學科發展基金 1,264 111/02/14
醫學院 吳志仁 心腦血管血栓研究基金 1,000 111/02/11

醫學院 顏盟修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張釗監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韓志強 醫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張兼華 醫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基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詹佳達 醫學院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林信希
鵲橋計畫-培育國際化頂尖醫學人才

基金
1,000 111/02/09

醫學院 李先居 醫學院建院基金 500 111/02/14

406,458

口腔醫學院 王國壽 口腔生物研究室發展基金 50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戴月雪 口腔健康照護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0 111/02/11
口腔醫學院 趙仁志 牙體技術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00 111/02/24
口腔醫學院 思齊顧問有限公司 林伶紅醫師紀念教育發展基金 50,000 111/02/07
口腔醫學院 彭伯宇 幹細胞研究中心(SCRC)發展基金 50,000 111/02/24
口腔醫學院 思齊顧問有限公司 牙醫學系學生實驗研究經費 30,000 111/02/07

口腔醫學院 林錫奎
兒童牙科學暨兒童口腔保健研究基

金
3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王成志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2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黃明裕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2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陳玫秀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20,000 111/02/16

口腔醫學院 陳建富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1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江集正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10,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蔣寶漳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1/02/16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咬合生理實驗室教學及研究發展基

金
7,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盛昌民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5,700 111/02/14

口腔醫學院 張哲耀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5,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康卓牙醫診所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5,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3,0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郭文傑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1,5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郭文傑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500 111/02/09

口腔醫學院 林浩然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1,000 111/02/09

979,700

臺北醫學大學
111年2月份捐款收入

醫學院 合計

口腔醫學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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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院 魏慶鵬
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發展基

金
10,000 111/02/24

藥學院 謝桂鈴
藥學系系務發展基金-北藥文教基金

會拇指計畫(獎學金)
2,000 111/02/09

12,000

護理學院 陳守誠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0 111/02/15
護理學院 陳柏安 護理學院研究及國際發展基金 1,500 111/02/09
護理學院 塗盈琇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23
護理學院 陳思婷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21
護理學院 江秋萍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17
護理學院 鍾雅喻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17
護理學院 鄧雪妹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17
護理學院 陳思婷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07
護理學院 邱燕甘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2/07
護理學院 李先居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500 111/02/14
護理學院 廖子晴 林有輝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413 111/02/23

16,613

0

醫學科技學院 香港分子儀器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發展基

金
20,000 111/02/11

20,000

0

管理學院 蔡桂華
金色夢想計畫-計畫主持人許怡欣教

授專用
2,000 111/02/09

2,000

0

營養學院 趙振瑞 營養學院獎助學金基金 28,000 111/02/16
營養學院 陳玉華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5,000 111/02/15
營養學院 夏詩閔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5,000 111/02/15
營養學院 謝榮鴻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2,000 111/02/15
營養學院 邱琬淳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 111/02/11
營養學院 楊淑惠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 111/02/11
營養學院 古惠潔 高齡營養研究基金 1,000 111/02/09
營養學院 康舒詠 高齡營養研究基金 425 111/02/16

43,425

校務發展基金 陳章俊 校務發展基金 26,920 111/02/07
校務發展基金 李燕晉 校務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校務發展基金 愛心發票 校務發展基金 600 111/02/09
校務發展基金 翁安昌 雙和校區 100,000 111/02/21
校務發展基金 劉如濟 雙和校區 5,000 111/02/16
校務發展基金 張焱焯 雙和校區 1,000 111/02/09
校務發展基金 邱威智 共同儀器中心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2/07

135,520

其他基金 張育瑋 旭陽腦瘤及腦疾病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2/11
其他基金 張育瑋 旭陽腦瘤及腦疾病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林建良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許家誠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黃俊昌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林佑宸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3,000 111/02/07
其他基金 王楷傑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3,000 111/02/07
其他基金 蔡正儀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2,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王柏雄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2,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劉丞祐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楊善智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吳禹儒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蕭仲呈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楊詠婷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陳鵬旭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王家仁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吳宗昱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1/02/07

醫學工程學院  合計

營養學院 合計

管理學院 合計

藥學院 合計

護理學院 合計

公共衛生學院  合計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合計

醫學科技學院  合計

校務發展基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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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金 陳品翰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2/09
其他基金 王元志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邱慶奇 男子籃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徐文慧 兒童腫瘤病童守護專案 2,500 111/02/08
其他基金 石公燦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10,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陳重信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8,520 111/02/09
其他基金 陳必玗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5,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陳琬琳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2,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台元通運有限公司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生日快樂捐
1,000 111/02/14

其他基金 李先居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生日快樂捐
1,000 111/02/14

其他基金 翁夢遙 建置圖書育苗計畫 10,000 111/02/16
其他基金 王濟國 神經醫學人才培育計畫基金 50,000 111/02/07
其他基金 Cochrane 推動實證健康照護教學研究基金 143,526 111/02/10
其他基金 劉正典 通識教育發展基金 4,000 111/02/16
其他基金 陳秋濤 通識教育發展基金 4,000 111/02/16
其他基金 簡仲明 臺北心臟醫學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20,000 111/02/18

其他基金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00 111/02/14

其他基金 陳建富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方紫齡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劉寧寬  劉線  黃田

本  劉淑貞  黃瑜鈞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1/02/16

其他基金 鄭博文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1/02/11
其他基金 劉糧源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1/02/09
其他基金 羅珮華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300 111/02/09

其他基金
陳鴻榮  吳至瀚  陳

佳佑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 111/02/16

其他基金 黃兆怡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 111/02/16
其他基金 石公燦 橄欖球隊發展基金 10,000 111/02/09

其他基金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醫學院轉譯影像研究中心基金 50,000 111/02/15

376,046

社團基金 杜奕勳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 18,880 111/02/15
社團基金 曾梓豪 牙醫學系學生會 10,000 111/02/14
社團基金 陳素玉 牙醫學系學生會 10,000 111/02/14
社團基金 許訓銘 牙醫學系學生會 2,000 111/02/1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雙連教會
杏青康輔社服團 10,000 111/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慧海佛教文

化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服團 5,000 111/02/16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

金會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

隊
50,000 111/02/22

社團基金
新北市卓越創新扶輪

社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

隊
10,000 111/02/22

社團基金 台北市樂陽扶輪社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

隊
10,000 111/02/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觀音根滿慈

善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10,000 111/02/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

利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5,000 111/02/15

社團基金 四湖參天宮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2,000 111/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廣興文教基

金會
藥學推廣服務隊 20,000 111/02/22

162,880

教育發展基金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
奇美-教育發展基金 1,400,496 111/02/15

教育發展基金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

泰綜合醫院
國泰-教育發展基金 881,854 111/02/15

2,282,350

4,436,992

社團基金 合計

其它基金 合計

教育發展基金  合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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