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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3 學年度募款常務委員會暨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錄 

 
一、 時    間：103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三 14:00 

二、 地    點：關渡校區 D棟第二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 

常務委員：陳漢湘校長、林坤麟董事長、曾博雅董事、廖勳董事、陳慶成董事、陳佳琳

小姐、黃德賢律師、校友會詹芬芬(代)、黃瑞吉副校長兼教務主任、秘書室

張讚昌主任、學務處兼軍訓室陳建森主任、總務處李靜慧主任、會計室黃惠

瑩主任、校牧室湯玉芳主任、林志光秘書 

委    員：技術合作處呂建陳主任、圖書資訊處呂漢軍主任、人事室林佩儒主任、護理

科主任田聖芳主任、餐飲管理科王正方主任、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吳緯文主

任、老人照顧科林添富主任、視光學科劉祥瑞主任 

主  席：陳漢湘校長         執行秘書：張讚昌        記錄：侯嘉齡 

請    假：校友會林金蓮理事長、周耿生主任、謝佳吟主任、梁文華主任、黃文娟園長

、校友會代表李月卿老師 

四、 開會禱告： 林坤麟董事長。 

 

五、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1.歡迎本學年度校外常務委員。 

2.感謝曾董事夫人提供畫作．曾董事、廖董事及陳董事協助向企業勸募。 

3.本校已向孫大衛先生勸募興建共同教學大樓，對方已經回應待本校提出建築計

畫後再進行審議。 

(二) 執行秘書： 

1.學校為興建三芝共同教學大樓籌募 2.5 億，並訂定「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接

受捐贈致謝辦法」(102.5.28 行政會議通過)鼓勵各界捐款。經 101 學年度募款

委員會(102.6.5)決議，結合百年校慶，於 102 年 10 月 12 日舉行募款活動，通

過「精彩馬偕飛躍百年需要有您愛相陪伴-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

畫」，102 學年度募款委員會(102.8.12)審議通過工作計畫並執行。 

2.102 年度募款活動主題如下，並順利辦理完成。 

活動項目 活動時間 

百年紀實影像展 

各科科展 

學生活動展 

10 月 7 日~10 月 14 日 

校友聯誼 10 月 12 日 9:30~11:20 

感恩餐會暨音樂會 
10 月 12 日 11:30~14:00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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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校史館參訪活動 10 月 12 日 15:10 ~ 17:10 

 

3.自102年4月1日起至103年10月31日止，本計畫之捐贈收入總計為6,984,945

元 (含信用卡及匯款手續費 11,685 元)。其中畫作募捐為 928,000 元，摘要如

下表。 

畫作 捐款人 捐款金額 備註(徵信) 

炙熱的海灘 
陳漢湘校長畫作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總經理 
200,000 元

序號 110 
馬專感字第 10000563 號

仲夏夜之夢 
陳漢湘校長畫作 

曾博雅董事 150,000 元
序號 83 
馬專感字第 10000574 號

澎湃 
陳漢湘校長畫作 

斗六中學同學會 
吳宗茂、陳大明、張國

峰、劉國士、陳憲珍、

鄧茂雄、李景雄 

100,000 元

序號 260、272、319、331
、349、381、393 
馬專感字第 10000598、
599、600、701、702、
703、704 號 

生命的樂章 
陳漢湘校長畫作 
向日葵 
林淑惠女士畫作 

祥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昆民董事長 
113,000 元

序號 324 
馬專感字第 10000595 號

牡丹花 
林淑惠女士畫作 

葉莘 15,000 元
序號 109 
馬專感字第 10000571 號

紅玫瑰 
林淑惠女士畫作 

陳慶成董事 15,000 元
序號 79 
馬專感字第 10000589 號

淡水河濱 
林淑惠女士畫作 

陳芳田 20,000 元
序號 337 
馬專感字第 10000572 號

竹林寫照 
林淑惠女士畫作 

侯信志 15,000 元
序號 301 
馬專感字第 10000 號 

雷諾瓦彩繪 2 幅 
曾博雅董事捐贈 

鴻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許秀華董事長 
300,000 元

序號 49、91、104、105
106 
馬專感字第 10000851、
852、853、 887、888 號

700,000 元尚未捐贈 
 

4.本募款活動之捐贈，或活動之贊助於 102 年 10 月 20 日前累計超過 10 萬元(含)

以上者，經簽核同意，於 102 年 12 月 25 日慶祝聖誕暨聖餐感恩禮拜表揚，並

致贈感謝獎狀 21 件及琉璃紀念獎座 9件(含小林捐贈示範商店)，建築物留名 3

位。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金     額 
接受捐贈致謝

辦法第 3 條 
致贈 

1 小林眼鏡公司 示範商店 第二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2 白陽亮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3 
中國砂輪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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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金     額 
接受捐贈致謝

辦法第 3 條 
致贈 

4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5 潘世斌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6 黃瑞吉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7 台灣武智紀念基金會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8 江泰平 11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9 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10 黃高香娥 15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11 洪村騫 500,000 元 
第三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留名紀念碑 

12 陳漢湘校長 540,000 元 
第三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留名紀念碑 

13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總經理) 
200,000 元 

第二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14 吳宗茂等同學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15 吳昆民董事長 10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16 曾博雅董事 150,000 元 第一款 感謝狀 

17 
鴻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許秀華董事長) 
200,000 元 

第二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18 林淑惠女士 伍幅畫作 活動贊助 感謝狀、琉璃獎座、

19 陳漢湘校長 肆幅畫作 活動贊助 感謝狀、琉璃獎座、

20 邱美葉女士(校友) 300,000 元 第二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21 馬偕專校校友會 1,000,000 元 第三款 
感謝狀、琉璃獎座、

留名紀念碑 
 

5.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迄 103 年 10 月 31 日，捐贈累計超過 20 萬元接受捐贈致

謝辦法第 3條致贈琉璃獎座。 

6.本次活動募捐者由秘書室寄出感謝信函與感謝狀，本次專案計畫募得之款項及

徵信資料預定由今日委員會審議後，上網公告徵信。  

 

六、 議案討論： 
(一) 審議「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102 年

4 月~103 年 10 月份捐款收入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說    明：1.自 102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3 年 10 月 31 日止，本募款計畫之捐贈收

入為新臺幣元 6,984,945 元整，依據各捐款人之指定用途分列如下： 

指定用途 金額 NT$ 
1.校務發展基金   1,820,700 
2.建設發展基金   1,2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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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 金額 NT$ 
2-1.三芝教學大樓   1,430,187 
2-2.關渡大樓修繕        8,000 
3.獎助學金     215,763 
3-1.獎助學金(妝管科)        8,000 
9.未指定 2,271,578 

總計 6,984,945 

 

依據「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接受各界捐款使用與管理要點」第

五點：各界之捐款由本校製據統收後存入本校帳戶，依捐款類別作以

下處理： (一)捐款指定使用單位或用途者，依捐款人之意願執行之。 

(二)捐款未指定使用單位及用途者，由本校統籌運用。 

 

          2.捐款徵信資料請見附件。各捐款人於捐款聲明書上之徵信調查，圈選

同意者，徵信資料以全名公告；圈選匿名者，以熱心人士並加註謝狀

號碼；未對徵信調查表示意見者，則保護個資不公告全名。 

 

 決   議：通過．自 102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3 年 10 月 31 日止，本募款計畫之捐

贈收入為新臺幣元 6,984,945 元整，捐款之指定用途如下，徵信資料並

上網公告。 

指定用途 金額 NT$ 
1.校務發展基金   1,820,700 
2.建設發展基金   1,230,717 
2-1.三芝教學大樓   1,430,187 
2-2.關渡大樓修繕        8,000 
3.獎助學金     215,763 
3-1.獎助學金(妝管科)        8,000 
9.未指定(學校統籌運用) 2,271,578 

 

 
七、 臨時動議：  

(一) 鴻海營造許秀華董事長承諾每年捐贈 20 萬，請校方持續於每年與對方聯繫，如捐款

未及承諾，知會董事會協助追蹤。 

(二) 現已近聖誕節，由秘書室製作聖誕卡與潛在捐贈者保持良好關係，宣揚校務績效的

表現，以增加勸募的效益前。 

(三) 每年規劃小型募款活動如校慶活動，並加強校友之聯繫，以達籌募大樓興建目標。 

(四) 評估多元勸募如設置發票箱或發行馬偕專校認同卡等之可行性，使小額捐款持續。 

(五) 校友會對於推動校友回饋學校不遺餘力，而林金蓮理事長將於近期卸任，請學校於

改選後安排相關聯繫活動，除恭賀外也共同研討提高校友參與校友會並協助建立校

友聯絡網，及校友會協助學校等其他相關議題。 

(六) 醫院兼任教師為本學年度勸募對象之一，請協調空間使兼任教師有專用休息場所，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

102年4月~103年10月份捐款芳名錄

NO. 捐款用途 日期  捐款人姓名 金額 備註

1 校務發展基金 102/9/9 大度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2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7 王○方 $1,000

3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1 王○方 $30,000

4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1 王昱之 $1,000

5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王郁綺 $1,500

6 校務發展基金 102/9/2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97) $1,000

7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2 王櫻蓓 $1,000

8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7 台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9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2 甘彤彥 $1,000

10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田○芳 $15,000

11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2 朱昭學 $1,000

12 校務發展基金 102/7/25 吳○鴻 $10,000

13 校務發展基金 102/9/27 吳○柑 $1,000

14 校務發展基金 102/11/20 、 102/12/20 李○玟 $2,192

15 校務發展基金 103/3/17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6 校務發展基金 102/4/19 周○仁 $30,000

17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林泳滋 $4,388

18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林○華 $2,548

19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武茂玲 $5,164

20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施智惠 $1,866

21 校務發展基金 102/9/6 徐春霖 $2,000

22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2 張○梃 $1,000

23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張鳳君 $3,722

24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4 張○昌 $10,000

25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張○昌 $10,000

26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59) $5,000

27 校務發展基金 102/9/27 陳○君 $1,000

28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6 曾美鳳 $5,000

 　　感謝各界對於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活動的捐款，捐贈者於聲明書上之徵信調查：同

意將捐款事蹟刊登於馬偕專校募款專區網頁或刊物上者，以全名公告，圈選匿名者則以熱心人士並加註捐

款證明號碼，未對徵信調查表示意見者，則保護個資不公告全名。

 　　依據「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接受各界捐款使用與管理要點」第五點：各界之捐款由本校製據統收後

存入本校帳戶，依捐款類別作以下處理： (一)捐款指定使用單位或用途者，依捐款人之意願執行之。

(二)捐款未指定使用單位及用途者，由本校統籌運用。

第1頁／共13頁 製表日期：2014/11/26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

102年4月~103年10月份捐款芳名錄

NO. 捐款用途 日期  捐款人姓名 金額 備註

29 校務發展基金 102/9/27 游○琪 $1,000

30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3 、 102/9/13 黃文娟 $6,000

31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2 黃綺慧 $1,000

32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8 葉○楓 $1,000

33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1 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34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1 劉○雲 $10,000

35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劉佩青 $4,188

36 校務發展基金 102/9/9 劉祥瑞 $10,000

37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4 劉祥瑞 $15,000

38 校務發展基金 103/1/20 、 103/2/20 劉錦源 $4,810

39 校務發展基金 102/9/27 歐○婷 $1,000

40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 潘韻君 $1,000

41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2 賴宇俊 $2,000

42 校務發展基金 102/9/13 優視音活動整合有限公司 $3,000

43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簡○茵 $4,322

44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4 魏明政 $8,000

45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1 蘇雅娟 $1,000

46 校務發展基金 102/10/21 中華民國馬偕校友會 $1,000,000

47 校務發展基金 102/11/8 余○葉 $300,000

48 校務發展基金 102/9/6 郭○蓮 $20,000

49 建設發展基金 103/3/6 中浩營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畫作

50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8 王○亮 $4,000

51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王○輝 $4,000

52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31 王○源 $8,000

53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4 台灣武智紀念基金會 $100,000

5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31 立正禮品貿易有限公司 $3,000

55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合宏展工業有限公司 $50,000

56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江○琴 $1,000

5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 吳○誼 $3,000

58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8 吳○誼 $7,000

59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吳○樑 $10,000

60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李○玉 $500

61 建設發展基金 102/8/7 沈○姿 $60,000

62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第2頁／共13頁 製表日期：2014/11/26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

102年4月~103年10月份捐款芳名錄

NO. 捐款用途 日期  捐款人姓名 金額 備註

63 建設發展基金 102/9/17 林志光 $3,000

6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8 、 102/11/20 林志光 $7,617

65 建設發展基金 102/9/27 林○麟 $4,000

66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林○妤 $1,000

6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邵○喜 $100,000

68 建設發展基金 102/9/17 胡志彊 $10,000

69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 孫○川 $10,000

70 建設發展基金 102/12/6 高立圖書有限公司 $1,000

71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高○吟 $1,000

72 建設發展基金 102/8/29 偉明圖書有限公司 $5,000

73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張○強 $50,000

7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2 張○玉 $2,000

75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陳○輝 $10,000

76 建設發展基金 102/9/6 陳○榮 $5,000

7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陳○娟 $5,000

78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陳○成 $4,000

79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31 陳○成 $15,000  畫作

80 建設發展基金 103/5/20 善財法施會 $20,000

81 建設發展基金 102/9/30 彭○英 $10,000

82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曾○雅 $22,000

83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8 曾○雅 $150,000  畫作

8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 賀○波 $2,000

85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黃子芳 $1,000

86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黃○霞 $1,000

8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傳英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10,000

88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9 瑞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5,000

89 建設發展基金 102/9/13 裕義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90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 裕義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91 建設發展基金 103/3/6 達昱營造有限公司 $70,000  畫作

92 建設發展基金 102/9/27 廖○ 4000

93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劉○得 2000

9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劉○蘭 20000

95 建設發展基金 102/12/5 潘世斌 1600

96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4 潘○妲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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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1/15 潘○惠 8000

98 建設發展基金 102/12/30 潘○惠 4000

99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蔡○羚 1000

100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8 蔡○莉 2000

101 建設發展基金 103/6/30 蔡○莉 3000

102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賴○昭 10000

103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2 謝○惜 1000

104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22 鴻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畫作

105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22 許○華 $120,000  畫作

106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22 達昱營造有限公司 $30,000  畫作

107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陳○梅 $10,000

108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1 湯○芳 $20,000

109 建設發展基金 102/10/18 葉○ $15,000  畫作

11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7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畫作

11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中國砂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1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王金淑 $4,254

11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王惠茹 $4,388

11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9 王甄曼 $20,000

11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王燕慧 $4,322

11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申○順 $6,000

11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52) $100,000

11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江美姬 $10,000

11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江泰平 $110,000

12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江○和 $10,000

12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74) $1,000

12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2/20 、 103/1/20 江○財 $1,774

12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何○真 $10,000

12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余幸娜 $10,000

12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余美音 $10,000

12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余路德 $10,000

12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余櫻娜 $10,000

12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25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89) $1,000

12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吳碧雲 $4,454

13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呂漢軍 $8,000

第4頁／共13頁 製表日期：2014/11/26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共同教學大樓興建暨校務基金籌募計畫

102年4月~103年10月份捐款芳名錄

NO. 捐款用途 日期  捐款人姓名 金額 備註

13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李○成 $15,000

13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李思瑩 $3,788

13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27 李紋綜 $1,000

13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李紋綜 $15,000

13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李淑美 $30,000

13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李碧珠 $10,000

13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3/1/20、103/2/20、

103/3/20、103/4/18、

103/5/20、103/6/20、

103/7/18、103/8/27、

103/9/19、103/10/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883、

875、900、934、965、983、

992、1009、1012、1049)

$10,000

13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 汪慧玲 $1,000

13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卓○隆 $2,000

14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79) $22,000

14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林○真 $5,000

14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8 林○儒 $50,000

14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3/2/20、103/3/20、

103/4/18、103/5/20、

103/6/20、103/7/18、

103/8/27、103/9/19、

103/10/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880、

897、931、962、980、990、

1008、1011、1048)

$13,500

14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4 林○玲 $1,000

14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1/20 、 102/12/20 林○玲 $10,000

14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林美瑩 $4,608

14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 林○玄 $3,000

14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林家綾 $4,454

14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2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90) $2,000

15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64) $6,000

15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13 金德文具行 $2,000

15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 金德文具行 $5,000

15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4 施○玉 $1,000

15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1/20 、 102/12/20 施○玉 $6,000

15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洪大川 $10,000

15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孫惠玲 $4,940

15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8,000

15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高○眉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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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2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91) $1,000

16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2/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807) $1,000

16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張○城 $4,000

16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張○城 $10,000

16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73) $1,000

16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張義宏 $10,000

16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26) $5,000

16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4 章○基 $1,000

16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章○基 $15,000

16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7 許順傑 $8,888

16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2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92) $1,000

17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2/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808) $500

17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9/6 郭淑月 $1,000

17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陳兆弘 $25,500

17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陳○臻 $1,000

17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陳建森 $10,000

17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陳雪屏 $4,454

17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4 陳鈺芳 $2,500

17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4 陳震宇 $10,000

17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陳觀彬 $2,937

17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游雅淳 $1,000

18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1/6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94) $5,000

18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馮○嬿 $3,000

18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黃○茹 $1,000

18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4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50) $150,000

18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4 黃○吉 $20,000

18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102/11/20、

102/12/20、103/1/20、

103/2/20、103/3/20、

103/4/18、103/5/20、

103/6/20、103/7/18

黃○吉 $100,000

18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21 黃德賢 $20,000

18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7 黃麗卿 $10,000

18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2/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809) $500

189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2 楊○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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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5 廖文竟 $8,000

191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1 劉明偉 $20,000

192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4 劉明雅 $10,000

193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鄧惠琴 $4,188

194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5 蕭○昌 $50,000

195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5 戴○如 $2,400

196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1/20 、 102/12/20 謝○吟 $17,000

197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蘇莉珺 $2,192

198 籌建三芝教學大樓 102/10/18 、 102/11/20 蘇○淇 $2,192

199 關渡大樓修繕 102/10/18 、 102/11/20 吳緯文 $8,000

200 獎助學金 102/9/18 李○晴 $1,000

201 獎助學金 102/9/23 李淑美 $1,000

202 獎助學金 102/9/23 李麗惠 $1,000

203 獎助學金 102/9/18 汪○傑 $1,000

204 獎助學金 102/10/4 林○芬 $1,000

205 獎助學金 102/10/18 林○芬 $3,000

206 獎助學金 102/9/18 林○玲 $1,000

207 獎助學金 102/9/18 洪○瑛 $2,000

208 獎助學金 102/10/4 柴○隆 $1,000

209 獎助學金 102/10/4 祝○ $1,000

210 獎助學金 102/9/18 張○蓉 $1,000

211 獎助學金 102/9/18 張○蘭 $1,000

212 獎助學金 102/9/23 張靜雯 $1,000

213 獎助學金 102/10/18 、 102/11/20 張靜雯 $3,722

214 獎助學金 102/9/23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82) $1,000

215 獎助學金 102/10/2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81) $50,000

216 獎助學金 102/9/23 陳兆弘 $25,500

217 獎助學金 102/9/23 陳睿能 $1,000

218 獎助學金 102/10/18 陳睿能 $11,000

219 獎助學金 102/9/23 陳觀彬 $2,937

220 獎助學金 102/12/30 曾○翰 $500

221 獎助學金 102/10/11 黃○財 $20,000

222 獎助學金 102/10/16 黃○範 $50,000

223 獎助學金 102/9/18 楊○姿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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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獎助學金 102/9/18 楊○雯 $1,000

225 獎助學金 102/10/8 廖家妤 $1,000

226 獎助學金 102/10/18 、 102/11/20 廖家妤 $2,104

227 獎助學金 102/10/11 盧美枝 $1,000

228 獎助學金 102/9/18 盧○霓 $1,000

229 獎助學金 102/10/2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82) $20,000

230 獎助學金 102/10/4 羅○琪 $1,000

231 獎助學金 102/11/20 、 102/12/20 羅○琪 $2,000

232 獎助學金 102/12/3 王○萱 $1,000

233 獎助學金 103/2/13 張○鋅 $3,000

234 獎助學金(妝管科) 102/9/23 吳緯文 $8,000

23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65) $2,000

23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47) $5,000

23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8 友創國際有限公司 $50,000

23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尤○源 $1,000

23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尤○源 $2,326

24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方○娟 $5,362

24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毛志文 $15,000

24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王○英 $1,740

24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王○彥 $1,916

24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王○英 $1,916

24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王○美 $1,000

24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王○ $1,000

24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6 王○萱 $2,000

24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66) $20,000

24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23) $1,000

25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2/25 合昇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5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吉盛船務代理有限公司 $10,000

25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6 安寶晏 $1,000

25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朱○雪 $1,000

25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伸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5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4 吳玉敏 $2,000

25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9 吳○鴻 $15,000

25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3/17 吳○鴻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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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8/15 吳○鴻 $10,000

25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23 吳育安 $1,000

26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吳○茂 $40,000  畫作

26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吳○輝 $1,000

26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吳○美 $20,000

26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95) $1,000

26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6 呂建陳 $10,000

26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李○貞 $1,000

26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李○龍 $1,704

26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李○傳 $1,000

26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36) $2,236

26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李○霞 $1,000

27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李珮漪 $1,000

27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4 李○發 $20,000

27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李○雄 $10,000  畫作

27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05) $1,792

27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李○慧 $20,000

27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杜○娟 $1,000

27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沈○純 $4,122

27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3/17 沛榮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27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周建名 $1,000

27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周建名 $2,236

28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1/20 周○生 $8,000

28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93) $1,000

28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周翠玟 $2,638

28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和泰遊覽股份有33限公司 $3,000

28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03) $2,192

28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79) $1,000

28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林○彥 $1,000

28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林承叡 $1,000

28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林○如 $1,836

28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林○萱 $1,000

29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林○全 $1,906

29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林○志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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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林○富 $1,000

29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6 林○富 $15,000

29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林○華 $1,000

29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林寶玉 $4,388

29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6 邱○梅 $1,000

29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邱琬玲 $500

29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邱飄逸 $8,000

29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侯本昕 $4,388

30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81) $1,000

30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侯○志 $15,000  畫作

30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侯○瑜 $1,000

30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57) $8,000

30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冠丞國際有限公司 $1,000

30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施○蘭 $1,000

30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施○蘭 $3,854

30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7 洪○騫 $500,000

30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洪○均 $1,000

30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2 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1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宸鼎國際有限公司 $1,000

31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徐○英 $1,000

31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徐○雄 $1,000

31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徐○章 $1,000

31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3/17 馬偕醫院 $200

31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康○芬 $1,000

31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張○義 $1,000

31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張娜榕 $1,000

31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張○峰 $2,000

31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張○峰 $10,000  畫作

32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張○昭 $1,000

32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張○玲 $1,000

32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張○鈴 $2,858

32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曹○怡 $3,722

32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8 祥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000  畫作

32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祥琦印刷有限公司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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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8 祥琦印刷有限公司 $20,000

32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粘○鈴 $1,000

32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517) $1,000

32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許○琳 $1,000

33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連○蘋 $1,000

33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陳○明 $10,000  畫作

33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陳永瑞 $4,740

33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陳秀玲 $4,254

33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陳○梅 $1,000

33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94) $1,000

33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陳明雄 $5,362

33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陳○田 $20,000  畫作

33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陳○伶 $1,866

33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陳○蓁 $1,000

34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413) $1,000

34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23) $2,480

34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83) $1,000

34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陳○滿 $1,000

34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陳○紅 $2,128

34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陳○怡 $1,000

34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4 陳○湘 $500,000

34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陳○湘 $40,000

34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96) $1,000

34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陳○珍 $10,000  畫作

35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102/11/20、

102/12/20、103/1/20、

103/2/20、103/3/20、

103/4/18、103/5/20、

103/6/20

陳○繡 $10,000

35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傅○樑 $9,000

35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曾○坤 $1,740

35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游淑鑫 $2,414

35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24 華紋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5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黃文娟 $6,000

35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黃○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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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1 黃○妃 $1,000

35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黃○妃 $4,188

35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6 黃素賢 $1,000

36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黃○瑩 $21,000

36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85) $1,000

36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黃○貞 $1,000

36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22 、 102/10/18 塗○芬 $1,774

36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楊嘉玲 $10,000

36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8 楊麗娟 $3,000

36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萬○君 $1,000

36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葉○一 $10,000

36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葉○麗 $1,000

36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11) $2,548

37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詹婉卿 $8,000

37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58) $3,000

37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嘉瑋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7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2/12 廖○華 $5,000

37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廖○姈 $1,000

37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廖○宏 $3,922

37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23 管○岳 $1,000

37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管敏如 $2,548

37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趙○珠 $1,000

37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劉○慈 $1,000

38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劉宣緯 $2,000

38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劉○士 $10,000  畫作

38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劉○玉 $1,000

38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87) $3,722

38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7 潘世斌 $100,000

38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潘夙娟 $1,000

38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 潘○惠 $4,000

38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3/7/31 蔡○預 $30,000

38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蔡枚玲 $1,000

38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18) $1,926

39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6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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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27 蔡○雲 $5,000

39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20) $2,000

39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12 鄧○雄 $10,000  畫作

39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鄧慧茹 $2,726

39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鄭○涵 $1,000

39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鄭○觀 $1,000

39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4 鄭○惠 $1,000

39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鄭○菁 $1,000

39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23 盧○昌 $1,000

400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盧○鈴 $1,000

401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7 蕭○娟 $1,000

402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賴○南 $1,846

403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駱○惠 $4,322

404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13 謝○如 $2,000

405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1/20 、 102/12/20 謝○芳 $2,970

406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21) $1,000

407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8 、 102/11/20 鍾吉帝 $2,770

408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10/12 羅○芸 $1,000

409 未指定(學校統籌) 102/9/9 熱心人士(馬專感第10000322) $1,000

410 未指定(學校統籌) 餐會紀念品 $68,500

總計 6,98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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