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醫學院 魏柏立 醫學系外科學科-A 712,758 111/08/30

醫學院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智慧醫療研究基金 500,000 111/08/30

醫學院
天行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
智慧醫療研究基金 500,000 111/08/25

醫學院 王月英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200,000 111/08/15

醫學院 宣昶聿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人文學科發展基金 200,000 111/08/31

醫學院
宣捷幹細胞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人文學科發展基金 200,000 111/08/31

醫學院 林琬琬
醫學科學研究所學術研究基金-林琬

琬老師實驗室
200,000 111/08/04

醫學院 王芳榮(Give2Asia)
鵲橋計畫-培育國際化頂尖醫學人才

基金
150,118 111/08/15

醫學院 陳至淳 醫學系解剖學科發展基金 120,000 111/08/22
醫學院 魏柏立 醫學系外科學科-A 58,320 111/08/17
醫學院 蔡葵諺 醫學系外科學科-A 50,000 111/08/17
醫學院 洪進昇 乳房腫瘤研究發展基金 40,000 111/08/04
醫學院 王偉林 醫學系外科學科-A 25,000 111/08/17

醫學院 張淑芬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越南醫師Dr.Tran Thanh
10,000 111/08/04

醫學院 蕭朝元 醫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0 111/08/15

醫學院 歐聰億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陳彥州教

授獎學金
5,000 111/08/04

醫學院 陳石開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金) 2,000 111/08/04

醫學院 尤秋興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陳彥州教

授獎學金
1,600 111/08/04

醫學院 顏盟修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張釗監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韓志強 醫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張兼華 醫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基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詹佳達 醫學院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林信希
鵲橋計畫-培育國際化頂尖醫學人才

基金
1,000 111/08/04

醫學院 吳志仁 心腦血管血栓研究基金 500 111/08/04

2,991,296

口腔醫學院 張維容 口腔健康照護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30,000 111/08/15

口腔醫學院 林錫奎 兒童牙科學暨兒童口腔保健研究基金 30,0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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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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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1/08/04

口腔醫學院 劉易東 牙醫學系學生實驗研究經費 10,000 111/08/04
口腔醫學院 蔣寶漳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1/08/15
口腔醫學院 陳玫秀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1/08/15
口腔醫學院 陳堯睿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1/08/04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咬合生理實驗室教學及研究發展基金 7,0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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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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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11/08/04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3,0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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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1/08/04

口腔醫學院 郭文傑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500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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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11/08/04

154,000

藥學院 陳麗珍(Give2Asia) 藥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300,235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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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1/08/04

302,235

護理學院 陳守誠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0 111/08/17
護理學院 陳柏安 護理學院研究及國際發展基金 1,500 111/08/04
護理學院 葉諭璇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1/08/30
護理學院 周宇柔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18
護理學院 陳祐蓉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15
護理學院 謝佳珉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11
護理學院 吳德玉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9

臺北醫學大學
111年8月份捐款收入

醫學院 合計

口腔醫學院 合計

藥學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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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院 劉欣怡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8
護理學院 嚴美華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4
護理學院 林美惠 洪家琦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4
護理學院 吳皇進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4
護理學院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1/08/01
護理學院 廖子晴 林騰顥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413 111/08/08

18,313

公共衛生學院 饒珮伃 公共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 111/08/11

1,000

醫學科技學院 陳榮堅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程及研

究中心發展基金
20,000 11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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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1/08/04

2,000

0

0

校務發展基金 胡俊哲(Give2Asia)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1,408,930 111/08/15
校務發展基金 陳玲玉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00 111/08/04
校務發展基金 吳正義(Give2Asia)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20,094 111/08/15
校務發展基金 呂向明(Give2Asia)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6,005 111/08/15
校務發展基金 羅珮華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300 111/08/04
校務發展基金 蔡水田(Give2Asia) 雙和校區 9,007 111/08/15
校務發展基金 張焱焯 雙和校區 1,000 111/08/04
校務發展基金 愛心發票 校務發展基金 1,200 111/08/11
校務發展基金 李燕晉 校務發展基金 1,000 111/08/04

12,547,536

其他基金 楊介人(Give2Asia) 北醫人校友刊物 100,068 111/08/15
其他基金 傅謙生(Give2Asia) 北醫人校友刊物 90,070 111/08/15
其他基金 張育瑋 旭陽腦瘤及腦疾病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台灣古爾貝特股份有

限公司
醫學院轉譯影像研究中心基金 200,000 1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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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111/08/15

其他基金 白美玉(Give2Asia)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20,094 111/08/15
其他基金 吳正義(Give2Asia)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20,094 111/08/15
其他基金 王旭昭(Give2Asia)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30,023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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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1/08/18

其他基金 蔡水田(Give2Asia)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9,007 111/08/15

其他基金
Tak Chiu 

Li(Give2Asia)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6,758 111/08/15

其他基金 陳建富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方紫齡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鄭博文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1/08/04
其他基金 劉糧源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陳素美 林急成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300 111/08/18

其他基金

黃兆怡 劉寧寬 劉線 

黃田本 劉淑貞 黃瑜

鈞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 111/08/02

其他基金
陳鴻榮 吳至瀚 陳佳

佑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 111/08/02

其他基金 王芳榮(Give2Asia)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150,118 111/08/15
其他基金 許青枝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100,000 111/08/22

其他基金
財團法人康寧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10,000 111/08/08

其他基金 石公燦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10,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陳必玗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陳琬琳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2,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王憶芬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生日快樂捐
8,888 111/08/05

其他基金 謝純真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生日快樂捐
300 111/08/04

其他基金 翁夢遙 建置圖書育苗計畫 10,000 111/08/15
其他基金 葉昱良 建置圖書育苗計畫 228 111/08/11
其他基金 陳玲馨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6,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郭素姣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劉瑩萍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蔡孟玲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陳淑華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5,000 111/08/04
其他基金 李振麗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2,000 111/08/05
其他基金 Cochrane 推動實證健康照護教學研究基金 142,763 111/08/09
其他基金 石公燦 橄欖球隊發展基金 10,000 111/08/04

校務發展基金 合計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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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工程學院 合計

營養學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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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金 王家仁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8/04
其他基金 蕭仲呈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8/04
其他基金 邱慶奇 男子籃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1/08/04

1,223,411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成杏醫學文

教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10,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

鄰居文教基金會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暑期青年社區健

康服務營
50,000 111/08/26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

基金會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暑期青年社區健

康服務營
8,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

福添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會醫療文藝服務隊 20,000 111/08/0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

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會醫療文藝服務隊 8,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邱尊譽 杏聲合唱團 5,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陳建克 杏聲合唱團 5,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邱奕璁 杏聲合唱團 5,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陳郁仁 杏聲合唱團 3,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林炎良 杏聲合唱團 3,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黃嫈智 杏聲合唱團 2,500 111/08/09
社團基金 方泓仁 杏聲合唱團 2,500 111/08/09
社團基金 黃峻峰 杏聲合唱團 2,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集美農產有限公司 社會醫療服務隊 10,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林建鴻 社會醫療服務隊 10,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林岳志 飛洋國際服務團柬埔寨王國服務隊 23,154 111/08/23

社團基金
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500,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高全國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30,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觀音根滿慈

善基金會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10,000 111/08/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新北市竹林

山觀音寺
楓林幸服服務隊 10,000 111/08/11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觀音根滿慈

善基金會
楓林幸服服務隊 10,000 111/08/09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徐千田防癌

研究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40,000 111/08/22

767,154

0

18,026,945

教育發展基金 合計

總計

社團基金 合計

其它基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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