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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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鴻 建設發展 103/8/15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 財團法人台北市

關渡宮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尼

泊爾活動
103/8/27            3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3

號

支用志工台灣尼泊爾來回機

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尼泊爾潔牙服務計畫成

果報告

3 李○龍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尼

泊爾活動
103/8/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4

號

支用志工台灣尼泊爾來回機

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尼泊爾潔牙服務計畫成

果報告

4 弘偉工程行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尼

泊爾活動
103/8/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5

號

支用志工台灣尼泊爾來回機

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尼泊爾潔牙服務計畫成

果報告

5 徐○偉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尼

泊爾活動
103/8/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6

號

支用志工台灣尼泊爾來回機

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尼泊爾潔牙服務計畫成

果報告

6 蔡○吉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尼

泊爾活動
103/8/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7

號

支用志工台灣尼泊爾來回機

票。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尼泊爾潔牙服務計畫成

果報告

7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3/8/27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8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3/8/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0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9 賴○元 103/9/18           106,075
馬專感字第10001010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1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9/19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1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9/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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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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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玉 獎助學金 103/10/2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13 張○玉 獎助學金 103/10/3             4,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14 陳○湘 禮拜奉獻 103/10/3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5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5 湯○芳 禮拜奉獻 103/10/3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6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6 潘○妲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7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7 郭○慧 禮拜奉獻 103/10/3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8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8 鄧○琴 禮拜奉獻 103/10/3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19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19 林○恩 禮拜奉獻 103/10/3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0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0 陳○安 禮拜奉獻 103/10/3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1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1 張○昌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2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2 施○蘭 禮拜奉獻 103/10/3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3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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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惠 禮拜奉獻 103/10/3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4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4 林○富 禮拜奉獻 103/10/3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5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5 侯○昕 禮拜奉獻 103/10/3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6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6 田○芳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7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7 王○淑 禮拜奉獻 103/10/3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8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28 傅○麟 禮拜奉獻 103/10/3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02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9 杜○錠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0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30 駱○惠 禮拜奉獻 103/10/3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1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31 李○慧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2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

32 胡○疆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3 李○珠 禮拜奉獻 103/10/3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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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陳○成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5 管○岳 禮拜奉獻 103/10/3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6 劉○慧 禮拜奉獻 103/10/3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7 羅○琪 禮拜奉獻 103/10/3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8 李○貞 禮拜奉獻 103/10/3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03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39 黃○吉 禮拜奉獻 103/10/3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0 陳○竹 禮拜奉獻 103/10/3             1,6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1 陳○森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2 張○鈴 禮拜奉獻 103/10/3             4,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3 黃○瑩 禮拜奉獻 103/10/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4 吳○文 禮拜奉獻 103/10/3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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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無記名 禮拜奉獻-不記名 103/10/3            18,699
馬專感字第1000099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6 潘○惠 禮拜奉獻 103/10/8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7 劉○雲 禮拜奉獻 103/10/8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48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10/20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49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10/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4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0
The David and

Diana San

Foandation

獎助學金-原住民家庭

翻身計畫
103/10/23        24,555,054

馬專感字第10001050

號

支用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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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原住民家庭翻

身教育專案計畫執行報表

51 張○玉 獎助學金 103/10/31             4,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52 曾博雅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3/11/13            5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2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5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11/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4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11/20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55 張○光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3/11/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5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第5頁/共34頁



表1

類別：受贈現金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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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學年度

56 張○文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3/11/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6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57 蔡○嘉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3/11/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7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58 許○賢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3/11/27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8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59 張○玉 獎助學金 103/11/28             4,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5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6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61 施○蘭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1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62 李○婷 103/12/19               345
馬專感字第10001062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63 陳○湘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3

號

轉入宗委會基金-指定寒假社

區服務隊(武界)使用。

64 詹○卿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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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65 吳○文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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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66 張○昌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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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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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湯○芳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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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68 吳○華 禮拜奉獻 103/12/19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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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69 魏○政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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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0 田○芳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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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1 游○鑫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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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2 黃○妃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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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3 楊○淑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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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4 武○玲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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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5 陳○梅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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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6 陳○繡 禮拜奉獻 103/12/1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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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7 潘○妲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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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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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78 林○麟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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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79 林○滋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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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0 李○珠 禮拜奉獻 103/12/1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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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1 鄧○琴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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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2 林○富 禮拜奉獻 103/12/1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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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3 陳○屏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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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4 陳○森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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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5 陳○娟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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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6 吳○誼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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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7 黃○吉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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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88 施○蘭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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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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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89 鄧○茹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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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0 楊○玲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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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1 李○卿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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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2 王○淑 禮拜奉獻 103/12/1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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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3 李○美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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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4 劉○雲 禮拜奉獻 103/12/1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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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5 黃○瑩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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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6 胡○彊 禮拜奉獻 103/12/1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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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7 邱○逸 禮拜奉獻 103/12/1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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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8 無記名 禮拜奉獻-不記名 103/12/19            13,139
馬專感字第1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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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99 蔡○莉 建設發展 103/12/24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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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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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00 曾博雅
獎助學金-曾博雅董事

溫馨助學金
103/12/25            19,200

馬專感字第10001099

號

支用曾博雅董事「清寒助

學」清寒獎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曾博雅董事「清寒助

學」清寒獎助學金

101 堃騏營建事業有

限公司
103/12/26           1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0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獎助學金-妝管科獎助

學金
103/12/31            5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2

號

存入以後年度作為學校獎助

學基金。

103 王○淑 禮拜奉獻 103/12/3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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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04 傅○麟 禮拜奉獻 103/12/31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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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05 張○玉 獎助學金 103/12/31             4,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106 友華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金 103/12/31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6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107 無記名 禮拜奉獻-不記名 103/12/31             2,149
馬專感字第100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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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08 葉雲東
其他捐贈-整修網球場

專用
104/1/6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08

號

支用103學年度關渡校區網球

場圍籬整修案。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其他捐贈-校園修繕

109 台灣日立綜合空

調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金-台灣日立 104/1/12         1,2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1

號

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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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立綜合空調股份

有限公司原住民學生生活助學

金

11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4/1/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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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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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11 王道遠

獎助學金-王天輔爺爺

暨胡雪梅奶奶－學生

生活助學金

104/1/22            6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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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輔爺爺暨胡雪梅奶

奶學生生活助學金

112 高○眉 禮拜奉獻 104/2/4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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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13 管○岳 禮拜奉獻 104/2/4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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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14 黃○娟 禮拜奉獻 104/2/4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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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15 無記名 禮拜奉獻-不記名 104/2/4            14,465
馬專感字第10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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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社區服務隊

116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2/1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1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17 黃○瑩 其他捐獻 104/3/3               114
馬專感字第10001119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118 林○華 其他捐獻 104/3/3               342
馬專感字第10001120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119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4/3/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2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3/27            2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21 李○貞 禮拜奉獻 104/3/27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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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22 管○岳 禮拜奉獻 104/3/27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3 周○諭 禮拜奉獻 104/3/27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4 游○鑫 禮拜奉獻 104/3/27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5 李○卿 禮拜奉獻 104/3/27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6 鄧○茹 禮拜奉獻 104/3/27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7 魏○政 禮拜奉獻 104/3/27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12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8 陳○竹 禮拜奉獻 104/3/27             1,6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29 施○蘭 禮拜奉獻 104/3/27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0 陳○娟 禮拜奉獻 104/3/27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1 林○安 禮拜奉獻 104/3/27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2 李○珠 禮拜奉獻 104/3/27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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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33 吳○文 禮拜奉獻 104/3/27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4 李○美 禮拜奉獻 104/3/2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5 黃○吉 禮拜奉獻 104/3/2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6 湯○芳 禮拜奉獻 104/3/2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7 黃○瑩 禮拜奉獻 104/3/27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3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8 陳○成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39 鄧○琴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40 張○昌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41 陳○森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42 陳○繡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43 黃○娟 禮拜奉獻 104/3/27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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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44 裕達精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校務發展 104/4/9            6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45 裕達貿易股份有

限公司
校務發展 104/4/9           2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46 雙連安養中心
其他捐款-44周年運動

大會
104/4/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49

號
支用校務發展使用。

馬偕專校網站\會計室\財務公

告\103學年度決算書

147 鍾○芬 建設發展 104/1/2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5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48 黃○瑩 禮拜奉獻 104/5/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5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49 黃○吉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5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0 林○富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5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1 郭○慧 禮拜奉獻 104/5/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16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2 施○蘭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16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3 陳○安 禮拜奉獻 104/5/1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16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4 護1-2 禮拜奉獻 104/5/1               123
馬專感字第1000116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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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55 護1-3 禮拜奉獻 104/5/1               230
馬專感字第1000116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6 護1-4 禮拜奉獻 104/5/1                35
馬專感字第1000116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7 護1-6 禮拜奉獻 104/5/1               379
馬專感字第1000116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8 護1-7 禮拜奉獻 104/5/1                20
馬專感字第1000116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59 護2-1 禮拜奉獻 104/5/1               103
馬專感字第1000116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0 護2-2 禮拜奉獻 104/5/1               113
馬專感字第1000116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1 護2-5 禮拜奉獻 104/5/1               163
馬專感字第1000117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2 護2-7 禮拜奉獻 104/5/1                48
馬專感字第1000117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3 護3-2 禮拜奉獻 104/5/1                30
馬專感字第1000117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4 護3-5 禮拜奉獻 104/5/1               286
馬專感字第1000117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5 幼1-2 禮拜奉獻 104/5/1               108
馬專感字第1000117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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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66 幼2-1 禮拜奉獻 104/5/1               189
馬專感字第1000117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7 妝1-1 禮拜奉獻 104/5/1                10
馬專感字第1000117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8 妝3-2 禮拜奉獻 104/5/1                15
馬專感字第1000117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69 無記名 禮拜奉獻 104/5/1             2,628
馬專感字第1000117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70 張○玉 獎助學金 104/5/11            16,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7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捐贈者指定

學生。

參閱附件1指定捐贈會計明細

表103學年度

171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5/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8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72 David Sun
獎助學金-原住民家庭

翻身計畫
104/5/20           195,390

馬專感字第10001181

號

支用103學年度原住民家庭翻

身教育專案計畫(受贈追加)-

103學年度專案生畢業班專

款。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103學年度原住民家庭翻

身教育專案計畫(受贈追加)執

行明細表

173 護3-6 禮拜奉獻 104/5/25               201
馬專感字第1000118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74 曾博雅
獎助學金-曾博雅董事

溫馨助學金
104/5/25            2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83

號

支用曾博雅董事「清寒助

學」清寒獎助學金。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曾博雅董事「清寒助

學」清寒獎助學金

175 護2-6 禮拜奉獻 104/5/27               129
馬專感字第1000118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176 黃○瑩 建設發展 104/5/29               113
馬專感字第1000118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第16頁/共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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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77 林○華 建設發展 104/5/29               339
馬專感字第1000118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78 黃○瑩 建設發展 104/5/29               113
馬專感字第1000118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79 黃○瑩 建設發展 104/5/29               224
馬專感字第1000118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0 吳○誼 建設發展 104/5/29               224
馬專感字第1000119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1 黃○瑩 建設發展 104/6/5               112
馬專感字第1000119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2 吳○誼 建設發展 104/6/5               112
馬專感字第1000119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6/18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9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4 傅○麟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4/6/26             1,900

馬專感字第10001194

號

支用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成果報告書

185 黃○瑩 建設發展 104/6/26             1,400
馬專感字第1000119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6 林○華 建設發展 104/6/26             1,050
馬專感字第1000119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87 吳○誼 建設發展 104/6/26             1,050
馬專感字第100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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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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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88 盧○昌 獎助學金-妝管科 104/7/2           10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98

號

存入以後年度作為學校獎助

學基金。

189 傅○樑
其他捐贈-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4/7/3            2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199

號

支用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成果報告書

190 得恩堂眼鏡有限

公司

其他捐款-開啟靈魂新

視窗－視光公益活動
104/3/2            8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1

號

支用開啟靈魂新視窗－視光

公益活動5場

(015.2~2015.6)。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開啟靈魂新視窗－視光

公益活動

191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4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5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6 張佛玉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7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0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198 李○卿 獎助學金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0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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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199 魏明政 獎助學金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1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20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1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4 陳漢湘 104/4/1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5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6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7 傅雅麟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1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8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09 謝秉芳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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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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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10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1 林添富 獎助學金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3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21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4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5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6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7 劉錦源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2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8 駱天惠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19 劉祥瑞 校務發展 104/4/11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0 鍾吉帝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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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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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21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3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3 施美玉
建設發展-體育館(三

芝)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4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5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6 劉台雲 校務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7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獎助學金 104/4/11             1,200

馬專感字第10001239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228 湯玉芳 建設發展 104/4/11             2,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29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增設舊大樓

電梯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0 楊麗淑 獎助學金 104/4/11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2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231 劉明雅 104/4/1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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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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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3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4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4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獎助學金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6

號

專戶存款作為學校獎助學基

金。

235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6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7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4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8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5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39 護1－1 禮拜奉獻 104/3/27               213
馬專感字第1000125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0 護1－2 禮拜奉獻 104/3/27               470
馬專感字第1000125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1 護1－3 禮拜奉獻 104/3/27               378
馬專感字第1000125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2 護1－4 禮拜奉獻 104/3/27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25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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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43 護1－5 禮拜奉獻 104/3/27               426
馬專感字第1000125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4 護1－6 禮拜奉獻 104/3/27               916
馬專感字第1000125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5 護1－7 禮拜奉獻 104/3/27               322
馬專感字第1000125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6 護2－1 禮拜奉獻 104/3/27               277
馬專感字第1000125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7 護2－2 禮拜奉獻 104/3/27               173
馬專感字第1000125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8 護2－4 禮拜奉獻 104/3/27                65
馬專感字第1000126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49 護2－5 禮拜奉獻 104/3/27               346
馬專感字第1000126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0 護3－4 禮拜奉獻 104/3/27                76
馬專感字第1000126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1 護3－6 禮拜奉獻 104/3/27               285
馬專感字第1000126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2 視2－1 禮拜奉獻 104/3/27                17
馬專感字第1000126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3 應1－2 禮拜奉獻 104/3/27                26
馬專感字第1000126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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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54 應3－1 禮拜奉獻 104/3/27               124
馬專感字第1000126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5 應3－2 禮拜奉獻 104/3/27                19
馬專感字第1000126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6 妝1－1 禮拜奉獻 104/3/27                15
馬專感字第1000126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7 妝1－2 禮拜奉獻 104/3/27                 5
馬專感字第1000126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8 妝2－2 禮拜奉獻 104/3/27                45
馬專感字第1000127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59 妝3－2 禮拜奉獻 104/3/27                69
馬專感字第1000127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60 幼1－1 禮拜奉獻 104/3/27               182
馬專感字第1000127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61 幼1－2 禮拜奉獻 104/3/27               433
馬專感字第1000127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62 幼2－1 禮拜奉獻 104/3/27               207
馬專感字第1000127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63 無記名 禮拜奉獻 104/3/27             6,039
馬專感字第1000127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64 曾博雅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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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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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65 林志光 校務發展 104/4/1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7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6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建設發展 104/4/11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27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7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校務發展 104/4/1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7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68 祝○
指定捐款-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4/4/16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0

號

支用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成果報告書

269 無記名
指定捐款-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4/4/16            23,271

馬專感字第10001281

號

支用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成果報告書

270 幼1－甲 禮拜奉獻 104/4/17               360
馬專感字第1000128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71 老1－甲 禮拜奉獻 104/4/17             1,049
馬專感字第1000128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72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獎助學金-妝管科獎助

學金
104/4/20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4

號

存入以後年度作為學校獎助

學基金。

273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4/4/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274 傅○樑
指定捐贈-國際志工泰

北阿卡活動
104/4/30            3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6

號

支用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第五屆泰北阿卡國際志

工成果報告

275 陳○湘 禮拜奉獻 104/5/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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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76 鄧○茹 禮拜奉獻 104/5/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77 陳○成 禮拜奉獻 104/5/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8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78 李○美 禮拜奉獻 104/5/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79 湯○芳 禮拜奉獻 104/5/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1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0 陳○森 禮拜奉獻 104/5/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2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1 張○昌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3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2 張○雯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4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3 李○傳 禮拜奉獻 104/5/1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5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4 吳○文 禮拜奉獻 104/5/1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6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5 游○鑫 禮拜奉獻 104/5/1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7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6 陳○繡 禮拜奉獻 104/5/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8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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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87 武○玲 禮拜奉獻 104/5/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299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8 田○芳 禮拜奉獻 104/5/1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0

號
支用學校慶典活動。

馬偕專校網站\募款專區\年度

報告\慶典活動

289 陳○湘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6,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0 李○儒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1 陳○繡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2 陳○森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3 周○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4 汪○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6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5 李○成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7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6 侯○齡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8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7 吳○安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0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第27頁/共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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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298 武○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0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299 梁○華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0 游○鑫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1 郭○慧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2 吳○文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3 湯○芳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4 王○淑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6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5 陳○彬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7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6 蘇○淇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8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7 葉○蓮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1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08 鄧○茹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0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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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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309 章○基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0 孫○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6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1 林○富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2 吳○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3 林○華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4 毛○文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6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5 陳○芳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7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6 李○珠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8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7 張○珠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2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8 謝○吟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0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19 楊○玲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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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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320 張○昌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1 楊○淑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2 李○慧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3 張○雯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4 陳○希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6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5 黃○吉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7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6 陳○安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8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7 黃○妃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33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8 管○岳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0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29 林○瑩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0 陳○竹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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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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331 魏○政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2 莊○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5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3 李○美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4 傅○麟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6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5 戴○如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7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6 祝○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6,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8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7 黃○娟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49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8
妝管科學生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750

馬專感字第10001350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39 蘇○娟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200

馬專感字第10001351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40 應2-1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3,416

馬專感字第10001352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41 不記名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9             6,200

馬專感字第1000135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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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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342 林○華 建設發展 104/7/15               274
馬專感字第10001355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3 黃○瑩 建設發展 104/7/15               272
馬專感字第10001356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4 吳○誼 建設發展 104/7/15               136
馬專感字第10001357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5 吳○誼 建設發展 104/7/15               136
馬專感字第10001358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6 吳○誼 建設發展 104/7/15               222
馬專感字第10001359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7 林○華 建設發展 104/7/15               222
馬專感字第10001360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8 黃○瑩 建設發展 104/7/15               222
馬專感字第10001361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49 熱心教育人士

(不具名)
104/7/20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62

號

專戶存款為以後年度作為學

校興建大樓相關基金。

350 黃○瑩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20             2,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63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51 周○名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23               600

馬專感字第10001364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352 林○叡
指定捐贈-八仙塵暴

(楊同學)
104/7/23             1,000

馬專感字第10001365

號

支用獎助學金予楊同學，由

家長代為簽收。

馬偕專校網站\幼保科\最新公

告\八仙塵爆捐款；或募款專

區\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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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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年度

捐贈財物、捐贈年月及捐贈用途。」請併檢附上開辦理公開徵信資料供參(例如：刊物、網址，或網頁之擷取圖像等)，並於備註欄註明各項次之公開徵信網址

或註明附件檢索號碼。

依「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例」開立教育儲蓄戶之受贈款項請逕依該條例辦理，非屬本表填列範圍。

本表僅須填列實際接受捐贈年度之辦理情形(例：103年度接受捐贈指定用於圖書館購置圖書，倘104年度始執行購置作業，請於103年度辦理情形欄說明滾存以

後年度購置，104年度支用款項時，無須填列。)。
本表倘不敷使用，請依實際狀況增加欄位或備註說明，惟請勿刪減欄位。

依「公益勸募條例施行細則」第5條規定：「辦理公開徵信時，應刊登於所屬網站或發行之刊物；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又第6條規

定：「政府機關(構)及勸募團體依本條例第6條辦理公開徵信時，至少每6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料及辦理情形。前項基本資料，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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