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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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紀念醫院 104/8/5       30,0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78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告

\104學年度決算書

2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380)
建設發展 104/8/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8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381)
建設發展 104/9/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8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4 曾博雅
指定捐贈-104校慶活

動
104/9/24          1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82

號

支用45週年校慶餐費、網球

賽費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校慶活動

5 曾博雅 獎助學金 104/9/24            6,800
馬專感字第1000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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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清寒獎助學金」

6 賴Ο元 104/9/24          106,074
馬專感字第10001384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告

\104學年度決算書

7 護1-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85
馬專感字第1000138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8 護1-4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27
馬專感字第1000138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9 護1-6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70
馬專感字第1000138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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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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護1-7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624
馬專感字第1000138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1 護3-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21
馬專感字第1000138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2 護3-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31
馬專感字第1000139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3 護3-4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5
馬專感字第1000139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4 護3-5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87
馬專感字第1000139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5 護3-6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77
馬專感字第1000139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6 幼1-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44
馬專感字第1000139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7 幼1-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86
馬專感字第1000139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 幼3-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5
馬專感字第1000139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 幼3-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15
馬專感字第1000139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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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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妝1-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
馬專感字第1000139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 妝1-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73
馬專感字第1000139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2 妝3-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5
馬專感字第1000140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 陳Ο湘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 游Ο鑫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 王Ο慧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6 劉Ο雲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7 陳Ο竹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8 林Ο明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 田Ο芳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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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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李Ο玉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 徐Ο燕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0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2 張Ο昌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3 黃Ο瑩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4 潘Ο惠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5 陳Ο妙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6 張Ο瀚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7 胡Ο彊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8 黃Ο吉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9 陳Ο雪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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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陳Ο麗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1 沈Ο純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1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2 楊Ο淑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3 李Ο羽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4 王Ο淑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5 李Ο婷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6 劉Ο青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7 武Ο玲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8 無記名人士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17
馬專感字第1000142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49 妝3-2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58
馬專感字第1000142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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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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視3-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2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51 餐3-1 禮拜奉獻-校慶 104/10/2               70
馬專感字第1000142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52 王道遠

指定捐贈-王天輔爺

爺暨胡雪梅奶奶-學

生生活助學金

104/10/14           6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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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

「王天輔爺爺暨胡雪梅奶奶-學

生生活助學金」

53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432)
104/10/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4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獎助

學金
104/10/20           1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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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清寒獎助學金」

55
THE DAVID AND

DIANA SUN

FDUNDATION

獎助學金-原住民翻

身計專案
104/10/29       38,750,116

馬專感字第10001434

號

支用104學年度原住民家庭

翻身教育專案計畫專款。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原住民家庭翻身教

育專案計畫執行報表

56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4/10/2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7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4/10/2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8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4/10/2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9 展昇營造開發有

限公司
建設發展 104/11/4           9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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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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達昱營造有限公

司
建設發展 104/11/4           8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3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1 堃騏營造事業有

限公司
建設發展 104/11/4           3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4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2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4/11/11              137
馬專感字第1000144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3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4/11/11              274
馬專感字第1000144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4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4/11/11              286
馬專感字第1000144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5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444)
建設發展 104/11/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4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6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445)

建設發展-興建三芝

校區教學大樓
104/11/20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4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7 胡志彊
建設發展-興建三芝

校區教學大樓
104/11/20           1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4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8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4/11/20              143
馬專感字第1000144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9 富邦文教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4/9/4            1,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1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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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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富邦文教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4/10/5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2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71 富邦文教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4/11/2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3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72 富邦文教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4/11/30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4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73 林Ο妤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14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74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獎助

學金
104/12/17            6,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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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清寒獎助學金」

75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458)
建設發展 104/12/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5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76 陳Ο湘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77 潘Ο惠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78 施Ο蘭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79 湯Ο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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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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游Ο鑫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1 孫Ο玲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2 周Ο名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3 鄧Ο琴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4 魏Ο政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5 張Ο雯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6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6 陳Ο梅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7 羅Ο琪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8 嚴Ο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89 陳Ο森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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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周Ο諭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1 管Ο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2 陳Ο竹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8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3 李Ο珠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4 張Ο昌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5 謝Ο吟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7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6 劉Ο雲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7 黃Ο吉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8 吳Ο文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99 楊Ο玲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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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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吳Ο華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1 林Ο富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2 田Ο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3 黃Ο瑩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4 李Ο婷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5 武Ο玲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8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6 王Ο淑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7 陳Ο安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8 陳Ο娟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09 詹Ο卿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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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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郭Ο慧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8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1 楊Ο淑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2 吳Ο誼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3 謝Ο蘭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4 徐Ο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5 鄧Ο茹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49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6 博Ο麟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0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7 無記名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7,345
馬專感字第1000150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8 護1-3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355
馬專感字第1000150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19 護1-5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3
馬專感字第1000150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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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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護1-6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27
馬專感字第1000150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1 護1-7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571
馬專感字第1000150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2 護2-2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4
馬專感字第1000150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3 護2-3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334
馬專感字第1000150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4 護2-7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50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5 護3-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57
馬專感字第1000150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6 護3-2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4
馬專感字第1000151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7 護3-3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62
馬專感字第1000151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8 護3-4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51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29 護3-5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47
馬專感字第1000151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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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視1-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8              258
馬專感字第10001514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1 餐1-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25
馬專感字第1000151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2 餐2-2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51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3 妝3-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51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4 妝3-2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70
馬專感字第1000151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5 幼2-2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98
馬專感字第1000151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6 幼3-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327
馬專感字第1000152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7 應1-1 禮拜奉獻-武界 104/12/25               62
馬專感字第1000152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38 富邦慈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4/12/28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524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139 護2-1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39
馬專感字第10001525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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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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護3-7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46
馬專感字第10001526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1 老一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748
馬專感字第1000152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2 老二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1,586
馬專感字第10001528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3 幼二甲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372
馬專感字第10001529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4 視1-2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173
馬專感字第10001530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5 應外科學會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4,650
馬專感字第10001531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6 潘Ο彥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32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7 無記名 禮拜奉獻-武界 105/1/19              470
馬專感字第10001533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48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535)
建設發展 105/1/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3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49 呂Ο秦
獎助學金-妝管科獎

助學金
105/1/20            3,500

馬專感字第10001536

號
支用妝管科獎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化

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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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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李Ο玉 指定捐贈-武界活動 105/1/26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37

號

支用寒假社區服務隊(武

界)。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武界社區服務隊

151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538)
建設發展 105/2/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3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2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5/2/22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540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153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3/2              286
馬專感字第1000154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4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3/2              143
馬專感字第1000154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5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3/2              429
馬專感字第1000154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6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3/2              572
馬專感字第1000154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7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3/2              715
馬專感字第1000154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8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3/2            2,400
馬專感字第1000154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59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3/2            1,800
馬專感字第1000154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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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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3/2            1,800
馬專感字第1000154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1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3/2              286
馬專感字第1000155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2 台灣視光視力保

健學會

指定捐贈-視光學科

學生工讀獎學金
105/3/4            6,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51

號

存入以後年度作為視光學科

學生工讀獎學金。

163 財團法人富邦慈

善基金會
獎助學金 105/3/7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552

號

指定獎助學金予學生李○

欣。

164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獎助

學金
105/3/10            6,600

馬專感字第100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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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清寒獎助學金」

165 楊芝青 校務發展 105/3/18           22,680
馬專感字第1000155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6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556)
建設發展 105/3/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5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7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3/24              147
馬專感字第1000155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8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3/24              147
馬專感字第1000155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69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3/24              588
馬專感字第1000156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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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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3/24              147
馬專感字第1000156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71 展雲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指定捐贈-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

討會30000; 第二屆

20000

105/3/25           5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2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172 王智宏
指定捐贈-生命關懷

與殯葬學術研討會
105/3/25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3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173 傅國樑
指定捐贈-護理科培

訓專款用
105/3/25           5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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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護理科培訓指定

捐贈明細表

174 陳Ο湘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75 湯Ο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76 黃Ο瑩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8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77 劉Ο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56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78 張Ο昌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79 林Ο富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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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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黃Ο吉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4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1 黃Ο妃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2 李Ο貞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3 武Ο玲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4 田Ο芳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5 吳Ο文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6 施Ο蘭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8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87 蔡Ο宇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579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88 陳Ο竹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58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89 楊Ο淑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58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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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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游Ο鑫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58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1 護1-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51
馬專感字第1000158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2 護1-4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683
馬專感字第1000158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3 護1-6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3
馬專感字第1000158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4 護1-7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41
馬專感字第1000158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5 護2-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10
馬專感字第1000158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6 護2-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50
馬專感字第1000158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7 護2-3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54
馬專感字第1000158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8 護2-4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10
馬專感字第1000159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199 護2-5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61
馬專感字第1000159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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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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護2-6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676
馬專感字第1000159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1 護3-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3
馬專感字第1000159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2 護3-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36
馬專感字第1000159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3 護3-3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6
馬專感字第1000159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4 護3-4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61
馬專感字第1000159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5 餐1-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
馬專感字第1000159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6 餐2-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2
馬專感字第1000159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7 餐2-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44
馬專感字第1000159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8 應1-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0
馬專感字第1000160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09 妝3-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16
馬專感字第1000160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第22頁



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

組織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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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妝3-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9
馬專感字第1000160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1 幼1-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91
馬專感字第1000160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2 幼2-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82
馬專感字第1000160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3 幼3-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31
馬專感字第1000160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4 幼3-2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5
馬專感字第10001606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15 視1-1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4
馬專感字第10001607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16 視1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65
馬專感字第10001608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17 視1乙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1,090
馬專感字第1000160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8 視1丙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70
馬專感字第1000161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19 視1忠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23
馬專感字第1000161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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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視1孝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248
馬專感字第1000161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21 視2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61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22 視2乙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744
馬專感字第1000161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23 無記名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3/25            3,622
馬專感字第1000161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24 曼萘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指定捐贈-生命關懷

與殯葬學術研討會
105/3/30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18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225 加麗寶生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捐贈-生命關懷

與殯葬學術研討會第

一屆

105/3/30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19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226 溫Ο永
指定捐贈-生命關懷

與殯葬學術研討會
105/3/31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21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227 張新南

指定捐贈-生命關懷

與殯葬學術研討會第

一屆

105/3/3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22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228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4/1              294
馬專感字第1000162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9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4/1              441
馬專感字第1000162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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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鄧Ο琴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4/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2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1 老1-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4/7              582
馬專感字第1000162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2 老2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4/7            1,168
馬專感字第1000162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3 幼2甲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4/7              350
馬專感字第1000162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4 護3-5 禮拜奉獻-受難禮拜 105/4/7              172
馬專感字第1000162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35 林龍溢

指定捐贈-第一屆生

命關懷暨殯葬學術研

討會

105/4/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30

號

辦理第一屆生命關懷與殯葬

學術研討會。

馬偕專校網站 \ 募款專區 \ 年

度報告 \104學年：度第一屆生

命關懷與殯葬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105年度)

236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31)
建設發展 105/4/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3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7 林Ο民 校務發展 105/4/22          1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3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8 無記名
指定捐贈-泰北阿卡

國際志工義賣
105/4/22           34,079

馬專感字第10001633

號

支用第六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第六屆泰北阿卡

國際志工成果報告書

239 蘇Ο平 校務發展 105/4/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63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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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王道遠

指定捐贈-王天輔爺

爺暨胡雪梅奶奶-學

生生活助學金

105/5/3           6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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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

「王天輔爺爺暨胡雪梅奶奶-學

生生活助學金」

241 幼1-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36

馬專感字第1000163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2 幼2-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87

馬專感字第1000163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3 幼3-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1

馬專感字第1000163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4 幼3-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6

馬專感字第1000164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5 妝2-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8

馬專感字第1000164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6 妝3-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50

馬專感字第1000164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7 陳Ο湘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8 胡Ο彊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49 張Ο鳳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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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黃Ο瑩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1 田Ο芳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2 黃Ο吉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3 曹Ο怡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64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4 陳Ο竹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55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51)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56 林志光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57 張Ο昌 校務發展 105/4/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58 黃Ο吉 校務發展 105/4/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59 鄭Ο惠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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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管Ο岳 校務發展 105/4/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1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57)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2 江Ο琴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3 李怡儒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5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4 邱Ο玲 校務發展 105/4/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5 張Ο榕 校務發展 105/4/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6 黃文娟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7 黃文娟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8 吳緯文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9 王郁綺 校務發展 105/4/9            1,6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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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66)
校務發展 105/4/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1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67)
校務發展 105/4/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2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68)
校務發展 105/4/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3 李靜慧 校務發展 105/4/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6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4 吳Ο誼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5 張Ο宏 校務發展 105/4/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6 陳春梅 校務發展 105/4/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7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73)
校務發展 105/4/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8 劉Ο源 校務發展 105/4/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9 謝Ο芳 校務發展 105/4/1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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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台灣日立綜合空

調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金 105/4/13          68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6

號

支用104學年「台灣日立綜

合空調股份有限公司原住民

學生生活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台灣日立綜合空調股

份有限公司原住民學生生活助學

金」

281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678)
校務發展 105/4/14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2 孫Ο玲 校務發展 105/4/15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7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3 張瑋庭 校務發展 105/4/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8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4 陳明雄 校務發展 105/4/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8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5 陳觀彬 校務發展 105/4/2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68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6 武茂玲 校務發展 105/4/21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68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87 護1-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0

馬專感字第1000168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88 護1-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75

馬專感字第1000168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89 護1-3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93

馬專感字第1000168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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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護1-4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566

馬專感字第1000168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1 護1-5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1

馬專感字第1000169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2 護1-7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836

馬專感字第1000169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3 護2-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4

馬專感字第1000169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4 護2-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35

馬專感字第1000169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5 護2-3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32

馬專感字第1000169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6 護2-5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588

馬專感字第1000169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7 護2-6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469

馬專感字第1000169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8 護2-7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69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299 護3-4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81

馬專感字第1000169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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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餐2-1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8

馬專感字第1000169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1 應2-2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10

馬專感字第1000170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2 武Ο玲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7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3 游Ο鑫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4 鄧Ο茹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5 陳Ο麗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6 嚴Ο麟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7 湯Ο芳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8 吳Ο文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09 傅Ο麟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75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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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林Ο富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76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1 王Ο淑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76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2 楊Ο淑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76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3 無記名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9            3,076

馬專感字第1000176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4 護3-5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18               52

馬專感字第1000176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5 護3-6
禮拜奉獻-母親節禮

拜
105/5/18              155

馬專感字第1000176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慶典活動

316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766)
建設發展 105/5/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6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17 王Ο恩 校務發展 105/5/25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76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18 國際志工泰北阿

卡活動義賣

指定捐贈-國際志工

泰北阿卡活動
105/6/17            5,920

馬專感字第10001768

號

支用第六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報

告\104學年度：第六屆泰北阿卡

國際志工成果報告書

319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770)
建設發展 105/6/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7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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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曾博雅
獎助學金-溫馨獎助

學金
105/6/27           19,800

馬專感字第1000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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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獎助學金報告：曾

博雅董事「清寒獎助學金」

321 王Ο仲 建設發展 105/7/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7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2 郭芳瞫建築師事

務所
建設發展 105/7/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7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3 李世輝
獎助學金-學生團契

獎助金
105/7/7           5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74

號

存入以後年度作為校牧室學

生團契獎助金。

324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7/19              230
馬專感字第1000177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5 吳Ο誼 建設發展 105/7/19              116
馬專感字第1000177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6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7/19              117
馬專感字第1000177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7 林Ο華 建設發展 105/7/21              351
馬專感字第1000177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8 黃Ο瑩 建設發展 105/7/19              230
馬專感字第1000177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29 馬偕之友(馬專感

字第10001780)
105/7/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78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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