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醫學院 丁義芳
臨床醫學研究所所務發展基金-簡銘

賢研究用
103,929 112/02/08

醫學院 蔡坤志 臨床醫學研究所所務發展基金 50,000 112/02/20
醫學院 鄭柏青 醫學系寄生蟲學科發展基金 40,000 112/02/21
醫學院 蔡葵諺 醫學系外科學科-A 25,000 112/02/03
醫學院 林國強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2,000 112/02/17
醫學院 林孟穎 醫學系小兒學科發展基金 11,028 112/02/22
醫學院 張釗監 心腦血管血栓研究基金 2,000 112/02/03

醫學院 陳石開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
2,000 1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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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112/02/03

醫學院 顏盟修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李先居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獎助學

金)-越南醫師Dr.Tran Thanh
1,000 112/02/07

醫學院 張釗監 醫學系藥理學科學術研究發展基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韓志強 醫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張兼華 醫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基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詹佳達 醫學院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林信希
鵲橋計畫-培育國際化頂尖醫學人才

基金
1,000 112/02/03

醫學院 鍾啟禮 心腦血管血栓研究基金 500 112/02/15

255,057

口腔醫學院
常景有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幹細胞研究中心(SCRC)發展基金 200,000 112/02/10

口腔醫學院 謝松志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162,000 112/02/08

口腔醫學院 戴月雪 口腔健康照護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0 112/02/07
口腔醫學院 嚴明芳 口腔健康照護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50,000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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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王琤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25,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蔡恒惠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23,858 112/02/21

口腔醫學院 王煒鑑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學生實

驗室設備更新
20,000 1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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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劉易東 牙醫學系學生實驗研究經費 10,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蔣寶漳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2/02/15
口腔醫學院 陳堯睿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10,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咬合生理實驗室教學及研究發展基

金
7,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盛昌民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5,752 11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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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李怡祥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3,000 1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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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12/02/03

口腔醫學院 郭文傑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1,500 1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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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12/02/03

695,610

臺北醫學大學
112年2月份捐款收入

醫學院 合計

口腔醫學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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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藥學院 程正禹 藥學院建院基金 200,000 112/02/01

藥學院 夏和雄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發展基金
50,000 112/02/20

藥學院 魏慶鵬
生藥學研究所發展基金-李慶國老師

實驗室
20,000 112/02/03

藥學院 魏慶鵬
生藥學研究所發展基金-李慶國老師

實驗室
20,000 112/02/03

藥學院 魏慶鵬 生藥學研究所發展基金 10,000 112/02/03
藥學院 廖思堯 藥學院建院基金 3,000 1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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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2/02/03

305,000

護理學院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

育基金會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00 112/02/06

護理學院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

懷基金會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00 112/02/06

護理學院 李先居 拇山護理新苗培育計劃獎助學金 1,000 112/02/07
護理學院 余明澔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2/02/09
護理學院 石鈺琪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2/02/06
護理學院 黃于真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1,000 112/02/03
護理學院 許騫燕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2/02/15
護理學院 許騫燕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2/02/14
護理學院 顏玉雯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600 112/02/02

205,800

公共衛生學院 陳兆弘 公共衛生學院研究暨國際化基金 100,000 112/02/20
公共衛生學院 饒珮伃 公共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1,000 112/02/06

101,000

0

0

管理學院 趙祖怡
醫務管理學系系務發展基金-邱瓊萱

老師研究用
200,000 112/02/21

200,000

0

營養學院
社團法人台北市營養

師公會
高齡營養研究基金 2,240 112/02/09

營養學院 古惠潔 高齡營養研究基金 1,000 112/02/24

3,240

校務發展基金 愛心發票 校務發展基金 1,200 112/02/10
校務發展基金 愛心發票 校務發展基金 1,000 112/02/06
校務發展基金 李燕晉 校務發展基金 1,000 112/02/03
校務發展基金 王玉杯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5,000,000 112/02/15
校務發展基金 胡朝榮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0 112/02/15
校務發展基金 趙偉勝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5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陳章俊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30,295 112/02/10
校務發展基金 朱傳弘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3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張維廣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3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曾國順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20,000 112/02/21
校務發展基金 陳世彥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2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陳尚志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2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李慈芸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2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黃正宗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20,000 112/02/13
校務發展基金 張琦瑋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張文哲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7
校務發展基金 楊晨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5
校務發展基金 陳成彥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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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工程學院 合計

營養學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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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校務發展基金 宋萬里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5
校務發展基金 劉永恆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5
校務發展基金 顏嘉慧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10,000 112/02/14
校務發展基金 羅珮華 第二學生宿舍興建 300 112/02/03
校務發展基金 張焱焯 雙和校區 1,000 112/02/03

5,41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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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112/02/15

其他基金 游芬美 臺北心臟醫學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300,000 112/02/10
其他基金 簡仲明 臺北心臟醫學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20,000 112/02/07
其他基金 王麗華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1,000,000 112/02/23
其他基金 劉哲豪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1,000,000 112/02/23

其他基金
網石棒辣椒股份有限

公司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100,000 112/02/03

其他基金 何郁瑾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30,000 112/02/24

其他基金

社團法人國際獅子會

台灣總會台北市第三

支會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4,366 112/02/02

其他基金 台北市眾躍獅子會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3,115 112/02/02
其他基金 徐文慧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2,500 112/02/02
其他基金 台北市快樂獅子會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600 112/02/02
其他基金 台北市新仟禧獅子會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515 112/02/02
其他基金 東湖獅子會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300 112/02/02
其他基金 愛心發票 兒童腦瘤研究發展基金 200 112/02/02
其他基金 林玉雪 神經醫學人才培育計畫基金 2,000 11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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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2/02/14

其他基金 陳建富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0 112/02/03
其他基金 方紫齡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1,000 112/02/03
其他基金 邱錦洲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666 112/02/13
其他基金 陳素美、林急成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600 112/02/22
其他基金 鄭博文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2/02/03
其他基金 劉糧源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500 112/02/03
其他基金 翁夢遙 建置圖書育苗計畫 10,000 112/02/15
其他基金 陳世彥 北醫人校友刊物 20,000 112/02/06
其他基金 雷小玲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12,000 11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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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2/02/20

其他基金 陳琬琳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2,000 1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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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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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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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112/02/07

其他基金 邱錦洲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生日快樂捐
300 1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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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112/02/03

其他基金 陳瑞杰 體育處處務基金-室內高爾夫模擬器 500,000 112/02/02
其他基金 陳鵬旭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26,000 112/02/01
其他基金 林建良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0 112/02/01
其他基金 蔡正儀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2,000 112/02/01
其他基金 吳禹儒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2,000 112/02/01
其他基金 蘇俊瑋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1,000 112/02/01
其他基金 王家仁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2/02/01
其他基金 陳品翰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2/02/01

校務發展基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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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其他基金 蕭仲呈 男子排球隊發展基金 300 112/02/01
其他基金 邱慶奇 男子籃球隊發展基金 500 112/02/03

其他基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

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系

友會

全球校友日基金 100,000 112/02/09

3,22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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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醫療服務社 30,000 112/02/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陶聲洋防癌

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20,000 112/02/2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廣興文教基

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2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

公益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12,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

師公會
114醫療服務社 10,000 112/02/22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

育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1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

懷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1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碧山巖開漳聖王廟 114醫療服務社 1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雲林縣中醫師公會 114醫療服務社 5,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

業基金會
114醫療服務社 5,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

師公會
114醫療服務社 5,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吳信忠 牙醫學系學生會 18,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桃園市全興

國際文教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服團 5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林芳

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服團 30,000 112/02/2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林芳

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杏青康輔社服團 30,000 112/02/22

社團基金 國際崇她花蓮社 杏青康輔社服團 10,000 11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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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廣興文教基

金會
非常幸福服務團(寒假) 20,000 112/02/2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非常幸福服務團(寒假) 10,000 1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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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醫療服務團 50,000 112/02/06

社團基金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

師公會
楓杏海外史瓦濟蘭醫療服務隊 25,000 112/02/23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福田文教基

金會
楓杏海外史瓦濟蘭醫療服務隊 20,000 112/02/23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林伯奏文教

基金會
楓杏海外史瓦濟蘭醫療服務隊 20,000 112/02/23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觀音根滿慈

善基金會
楓杏海外史瓦濟蘭醫療服務隊 10,000 112/02/23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楓杏海外史瓦濟蘭醫療服務隊 10,000 112/02/22

其它基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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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 捐款標的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社團基金
成功眼鏡鋼筆有限公

司
管弦樂團 30,000 112/02/22

社團基金 蘇志超 管弦樂團 3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力鋼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50,000 112/02/15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徐千田防癌

研究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40,000 112/02/23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陶聲洋防癌

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10,000 112/02/24

社團基金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

利基金會
綠十字醫療服務社 1,000 112/02/22

社團基金 頌讚中醫診所 醫學系學生會 7,700 112/02/22

6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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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666 11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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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690 112/02/17

2,420,356

13,448,320

社團基金 合計

教育發展基金 合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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