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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1 陳Ｏ湘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0 馬專感字1000170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 黃Ｏ吉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02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宗委

會基金

3 陳Ｏ汝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0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4 林Ｏ玉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300 馬專感字1000170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5 侯Ｏ昕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300 馬專感字1000170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6 張Ｏ雯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 馬專感字1000170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7 楊Ｏ玲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 馬專感字1000170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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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8 陳Ｏ仁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0 馬專感字1000170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9 李Ｏ玉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0 馬專感字1000170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0 林Ｏ蓮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0 馬專感字1000171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1 黃Ｏ英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1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2 陳Ｏ麗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1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3 王Ｏ淑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300 馬專感字1000171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4 陳Ｏ雪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0 馬專感字1000171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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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5 胡Ｏ彊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0 馬專感字1000171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 湯Ｏ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0 馬專感字1000171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 田Ｏ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1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 楊Ｏ淑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 馬專感字1000171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9 林Ｏ滋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600 馬專感字1000171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 郭Ｏ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2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 吳Ｏ敏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2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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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2 吳Ｏ文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300 馬專感字1000172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 管Ｏ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 馬專感字1000172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4 呂Ｏ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2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5 魏Ｏ政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600 馬專感字1000172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6 武Ｏ玲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 馬專感字1000172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7 張Ｏ昌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0 馬專感字10001727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宗委

會基金

28 李Ｏ靜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 馬專感字1000172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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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9 游Ｏ鑫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00 馬專感字10001729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宗委

會基金

30 李Ｏ婷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1,000 馬專感字1000173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1 護3-3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215 馬專感字1000173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2 護3-4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49 馬專感字1000173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3 護3-7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0 馬專感字1000173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4 幼3-2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58 馬專感字1000173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5 餐3-1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74 馬專感字1000173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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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36 妝3-2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30 馬專感字1000173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37 無記名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14        4,783 馬專感字1000173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 38 熱心教育人士 建設發展 105/10/20        1,000 馬專感字10001739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39
沛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指定捐贈 105/10/20      200,000 馬專感字10001740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40 護1-5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25          135 馬專感字1000174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41 視1-2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25           35 馬專感字10001745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宗委

會基金

42 鄧Ｏ琴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25        2,000 馬專感字1000174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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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43 林Ｏ溢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0/25          500 馬專感字1000174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44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10月) 105/11/2          600 馬專感字10001748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45 謝Ｏ芳 禮拜奉獻(校慶禮拜) 105/11/3          200 馬專感字1000174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46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濟世功德會
獎助學金 105/11/16        3,000 馬專感字10001750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47 熱心教育人士 建設發展 105/8/19        1,000 馬專感字10001789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48 視光校友 建設發展 105/8/19        1,012 馬專感字10001790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49 曾博雅
指定捐贈(關渡學生宿

舍完工感恩餐會)
105/8/30       30,000 馬專感字10001791號

辦理關渡學生宿舍完工

感恩餐會

附件1-事務組 部門簽証

控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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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50
達昱營造有限公

司
校務發展 105/9/5       50,000 馬專感字10001792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51
堃騏營建事業有

限公司
校務發展 105/9/5       50,000 馬專感字10001793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52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7月) 105/9/5        1,200 馬專感字10001794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及

陳○○。

53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8月) 105/9/5        1,200 馬專感字10001795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及

陳○○。

54
台灣日立綜合空

調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金 105/9/13      519,000 馬專感字10001796號

支用105學年「台灣日

立綜合空調股份有限公

司學生生活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 55 熱心教育人士 建設發展 105/9/20        1,000 馬專感字10001797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56 胡Ｏ彊 校務發展 105/9/20       20,000 馬專感字10001798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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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57 王道遠

獎助學金、指定捐贈

(王天輔爺爺暨胡雪梅

奶奶-學生生活助學

金)

105/10/3       60,000 馬專感字10001799號

支用「王天輔爺爺暨胡

雪梅奶奶-學生生活助

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58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9月) 105/10/3        1,200 馬專感字10001800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及

陳○○。

． 59 熱心教育人士 105/11/18        1,000 馬專感字10001801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0 吳Ｏ誼 建設發展 105/11/18          333 馬專感字10001802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1 黃Ｏ瑩 建設發展 105/11/18          222 馬專感字10001803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2 黃Ｏ瑩 建設發展 105/11/18          222 馬專感字10001804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3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11月) 105/11/30          600 馬專感字10001805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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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64 陳建志
指定捐贈(妝管科畢

展)
105/12/7       15,000 馬專感字10001806號

支用為105學年妝管科

動態成果展獎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妝管

科畢展

65 劉Ｏ賢 建設發展 105/12/12       50,000 馬專感字10001808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6 劉Ｏ嘉 建設發展 105/12/13       50,000 馬專感字10001809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7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5/12/16        1,000 馬專感字10001811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68 熱心教育人士 建設發展 105/12/20        1,000 馬專感字10001812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69 楊Ｏ青 校務發展 105/12/20       22,680 馬專感字10001813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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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70 洪櫻芳 獎助學金(視光學科) 105/12/20       30,000 馬專感字10001814號

根據視光學科「獎助學金

補助要點」第三條申請條

件規定，目前尚無學生申

請，故尚未支用。以後年

度作為視光學科學生獎助

學金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71
偕森股份有限公

司
建設發展 105/12/21    2,000,000 馬專感字10001815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72 陳Ｏ湘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000 馬專感字1000181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3 湯Ｏ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000 馬專感字1000181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4 李Ｏ珠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3,000 馬專感字1000181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5 黃Ｏ瑩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000 馬專感字1000181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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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76 謝Ｏ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000 馬專感字1000182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7 黃Ｏ吉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0 馬專感字10001821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8 田Ｏ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0 馬專感字1000182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79 吳Ｏ文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0 馬專感字10001823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0 黃Ｏ娟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0 馬專感字10001824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1 施Ｏ蘭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0 馬專感字10001825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2 武Ｏ玲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500 馬專感字1000182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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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83 魏Ｏ政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600 馬專感字1000182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4 張Ｏ昌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00 馬專感字1000182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5 劉Ｏ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00 馬專感字1000182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6 陳Ｏ竹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00 馬專感字1000183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7 陳Ｏ安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00 馬專感字10001831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8 視光1-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65 馬專感字1000183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89 視光2-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49 馬專感字10001833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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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90 餐管1-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38 馬專感字10001834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1 護理1-3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0 馬專感字10001835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2 護理1-4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630 馬專感字1000183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3 護理2-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41 馬專感字1000183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4 護理2-3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2 馬專感字1000183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5 護理2-6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31 馬專感字1000183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6 護理2-7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840 馬專感字1000184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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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97 護理3-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90 馬專感字10001841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8 護理3-3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01 馬專感字1000184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99 護理3-4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15 馬專感字10001843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0 護理3-5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46 馬專感字10001844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1 護理3-6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67 馬專感字10001845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2 幼保1-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35 馬專感字1000184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3 幼保1-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586 馬專感字1000184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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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04 幼保2-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6 馬專感字1000184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5 幼保3-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22 馬專感字1000184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6 幼保3-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31 馬專感字1000185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7 無記名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3        3,557 馬專感字1000185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8
恩典果汁有限公

司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8       10,000 馬專感字10001854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09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5/12月) 105/12/28          600 馬專感字10001855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110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助學金 105/12/29       19,000 馬專感字10001856號
支用曾博雅董事「清寒

獎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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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11 視光1-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 馬專感字1000185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2 高服1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400 馬專感字1000185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3 高服2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625 馬專感字1000185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4 無記名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 馬專感字1000186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5 陳Ｏ雄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0 馬專感字10001861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6 傅Ｏ麟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500 馬專感字1000186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7 王Ｏ淑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300 馬專感字10001863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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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18 張Ｏ鋅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0 馬專感字10001864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19 李Ｏ婷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0 馬專感字10001865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20 管Ｏ岳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500 馬專感字1000186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21 林Ｏ溢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500 馬專感字1000186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22 楊Ｏ淑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200 馬專感字1000186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23 鄧Ｏ茹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100 馬專感字1000186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24 游Ｏ鑫 禮拜奉獻-武界 105/12/29          200 馬專感字1000187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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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25 顏Ｏ清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5/12/29       30,000 馬專感字10001871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126 陳Ｏ甫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1/9       45,000 馬專感字10001873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127 賴Ｏ元 校務發展 106/1/11      106,074 馬專感字10001877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28
財團法人台北市

雨揚慈善基金會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1/12       20,000 馬專感字10001878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129 熱心教育人士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1/12       30,000 馬專感字10001879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130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1/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882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131

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醫療財團

法人馬偕紀念醫

院

校務發展 106/1/25   30,000,000 馬專感字10001884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第19頁



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32 護2-4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459 馬專感字10001885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3 張Ｏ宏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5,000 馬專感字10001886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4 李Ｏ玉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5,000 馬專感字10001887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5 傅Ｏ麟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3,500 馬專感字10001888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6 吳Ｏ文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2,000 馬專感字10001889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7 李Ｏ婷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1,000 馬專感字10001890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38 林Ｏ富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1,500 馬專感字10001891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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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39 林Ｏ滋 禮拜奉獻-武界 106/1/25        2,000 馬專感字10001892號
寒假社區服務隊(武界)

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武界

社區服務隊

140 指定捐贈-清寒助學金 106/2/8       16,046 馬專感字10001893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生清寒助學金使

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41 吳Ｏ音 106/2/15        1,000 馬專感字10001894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42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2/16        1,000 馬專感字10001895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143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6/01 106/2/20          600 馬專感字10001896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144 賓士旅行社
指定捐贈-106年國際

志工泰北阿卡活動
106/2/20       13,353 馬專感字10001897號

支用第七屆(106年)泰

北阿卡國際志工服務計

畫。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第七屆(106年)

泰北阿卡國際志工成果報

告(簡版)、收支結算表

145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6/02 106/3/15          600 馬專感字10001898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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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46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3/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899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147 熱心教育人士 106/3/17      500,000 馬專感字10001901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48 吳Ｏ音 106/3/21        1,000 馬專感字10001903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49 李Ｏ輝 獎助學金 106/3/29       50,000 馬專感字10001904號

支用「蔡麗姿長老娘學

生團契獎學金」，指定

獎助學金予學生王○○

等．．．。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150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6-3 106/3/31          600 馬專感字10001905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151 傅Ｏ樑
指定捐贈-護理科競賽

訓練專款
106/4/5       50,000 馬專感字10001906號

支用教師指導護理科學

生參加競賽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護理

科培訓專款

152
財團法人薇閣文

教公益基金會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4/5       15,000 馬專感字10001907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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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53
沛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6/4/7      200,000 馬專感字10001908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54 護理科1年1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 馬專感字1000191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55 護理科1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11 馬專感字1000191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56 護理科1年4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30 馬專感字1000191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57 護理科2年4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 馬專感字1000191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58 護理科3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39 馬專感字1000191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59 護理科3年4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78 馬專感字1000191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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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60 護理科3年5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83 馬專感字1000191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1 護理科3年6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91 馬專感字1000191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2 餐管科1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93 馬專感字1000191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3 妝管科3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 馬專感字1000191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4 應外科1年1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41 馬專感字1000192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5 幼保科1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50 馬專感字1000192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6 視光科1年2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 馬專感字1000192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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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67 視光科1年甲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 馬專感字1000192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8 視光科1年忠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 馬專感字1000192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69 視光科2年甲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55 馬專感字1000192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0 視光科2年乙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2 馬專感字1000192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1 視光科2年丙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300 馬專感字1000192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2 無記名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120 馬專感字1000192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3 陳Ｏ湘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0 馬專感字1000192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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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74 黃Ｏ生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0 馬專感字1000193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5 黃Ｏ瑩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3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6 黃Ｏ吉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3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7 湯Ｏ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0 馬專感字1000193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8 田Ｏ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3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79 張Ｏ昌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 馬專感字1000193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0 武Ｏ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 馬專感字1000193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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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81 謝Ｏ蘭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 馬專感字1000193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2 傅Ｏ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 馬專感字1000193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3 王Ｏ淑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300 馬專感字1000193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4 游Ｏ鑫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 馬專感字1000194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5 王Ｏ慧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 馬專感字1000194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6 李Ｏ婷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4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7 黃Ｏ德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4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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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88 楊Ｏ淑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200 馬專感字1000194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89 林Ｏ溢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500 馬專感字1000194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90 呂Ｏ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4/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4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91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4/18        1,000 馬專感字10001947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192 吳Ｏ音 106/4/19        1,000 馬專感字10001948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93 王道遠

獎助學金-王天輔爺爺

暨奶奶學生生活助學

金

106/4/24       60,000 馬專感字10001949號

支用「王天輔爺爺暨胡

雪梅奶奶-學生生活助

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194
台灣日立綜合空

調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金 106/4/24      651,000 馬專感字10001950號

支用105學年「台灣日

立綜合空調股份有限公

司學生生活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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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195 洪櫻芳
獎助學金-指定視光學

科獎助學金
106/4/26       30,000 馬專感字10001951號

根據視光學科「獎助學金

補助要點」第三條申請條

件規定，目前尚無學生申

請，故尚未支用。以後年

度作為視光學科學生獎助

學金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96

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醫療財團

法人馬偕紀念醫

院

106/5/1   30,000,000 馬專感字10001953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197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6/4月) 106/5/2          600 馬專感字10001955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198 護理科二年七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2          149 馬專感字1000195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199 高服科一年甲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2          599 馬專感字1000195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0 高服科二年甲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2        1,191 馬專感字1000195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1 吳Ｏ文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2          500 馬專感字1000195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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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02 林Ｏ富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2          500 馬專感字1000196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3 護理科一年二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8          164 馬專感字1000196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4 護理科一年三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6/5/8           36 馬專感字1000196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5 護理科一年六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310 馬專感字1000196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6 護理科一年七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35 馬專感字1000196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7 護理科二年四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57 馬專感字1000196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08 護理科二年五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45 馬專感字1000196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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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09 護理科三年二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70 馬專感字1000196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0 護理科三年四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33 馬專感字1000196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1 護理科三年五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493 馬專感字1000196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2 護理科三年六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09 馬專感字1000197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3 幼保科一年一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39 馬專感字1000197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4 幼保科二年一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7 馬專感字1000197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5 幼保科三年二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9 馬專感字1000197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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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16 餐管科三年二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10 馬專感字1000197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7 應外科一年一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10 馬專感字1000197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8 視光科三年一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 馬專感字1000197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19 陳Ｏ湘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0 馬專感字1000197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0 胡Ｏ彊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0 馬專感字1000197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1 潘Ｏ惠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6,000 馬專感字1000197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2 陳Ｏ麗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000 馬專感字1000198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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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23 黃Ｏ瑩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000 馬專感字1000198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4 湯Ｏ芳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0 馬專感字1000198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5 黃Ｏ吉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8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6 張Ｏ昌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8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7 田Ｏ芳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000 馬專感字1000198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8 王Ｏ淑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86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29 武Ｏ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87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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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30 李Ｏ婷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88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1 陳Ｏ竹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 馬專感字10001989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2 林Ｏ溢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500 馬專感字10001990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3 傅Ｏ麟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300 馬專感字1000199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4 詹Ｏ卿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 馬專感字1000199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5 郭Ｏ殷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200 馬專感字1000199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36 無記名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8        1,935 馬專感字1000199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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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37 鄭Ｏ惠 建設發展 106/5/13          300 馬專感字10001995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38 聖約翰科技大學 獎助學金-清寒助學金 106/5/13        2,000 馬專感字10001996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生清寒助學金使

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39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5/16        1,000 馬專感字10001997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240 吳Ｏ音 106/5/17        1,000 馬專感字10001998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41
財團法人薇閣文

教公益基金會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5/17       10,000 馬專感字10001999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242 護理科二年七班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18          210 馬專感字10002001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43 楊Ｏ淑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18          200 馬專感字10002002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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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44 游Ｏ鑫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18          200 馬專感字10002003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45 魏Ｏ政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18          600 馬專感字10002004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46 無記名 禮拜奉獻-母親節受難 106/5/18           47 馬專感字10002005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慶典

活動

247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機會
獎助學金-106年5月 106/6/5          600 馬專感字10002007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248
財團法人薇閣文

教公益基金會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6/5       10,000 馬專感字10002008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249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6/15        1,000 馬專感字10002009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250 吳Ｏ音 106/6/16        1,000 馬專感字10002010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51 盧Ｏ昌 106/6/20          500 馬專感字10002011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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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年月 受贈金額 收據編號 辦理情形 備註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受贈辦理情形表
一○五學年度

252 陳Ｏ雪 校務發展 106/6/20        3,200 馬專感字10002012號 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53
國際志光泰北阿

卡活動義賣

指定捐贈-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6/6/23       24,225 馬專感字10002013號

支用第七屆(106年)泰

北阿卡國際志工服務計

畫。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第七屆(106年)

泰北阿卡國際志工成果報

告(簡版)、收支結算表

254 劉Ｏ源
指定捐贈-百元興學成

就馬偕
106/6/27          300 馬專感字10002014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校興建大樓相關基

金。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55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助學金 106/6/28       17,600 馬專感字10002015號
支用曾博雅董事「清寒

獎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

年度報告\105學年度獎助

學金

256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106年6月 106/6/28          600 馬專感字10002016號 指定捐贈學生吳○○。

257
財團法人薇閣文

教公益基金會
指定捐贈-助學金 106/7/5       10,000 馬專感字10002018號 指定捐贈學生陳○○。

258
清寒助學金(拾金不昧

款項)
106/7/6        8,901 馬專感字10002019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

為學生清寒助學金使

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

務公告\105學年度決算書

259
中華民國濟世功

德會
獎助學金 106/7/18        1,000 馬專感字10002021號 指定捐贈學生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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