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用途           捐款人姓名 金額NT$
校本部
校長室
全校校務發展

彭英偉 100             
黃詩涵 200             
輔大人 200             
林文平 300             
張若芝 300             
輔大人 500             
張文乾 1,000          
王金蘭 10,000        
江淑芳 10,000        
吳惠敏 10,000        
吳翠愛 10,000        
李玉璸 10,000        
李育蕙 10,000        
李金暖 10,000        
李姿萍 10,000        
林芝容 10,000        
林徐阿梅 10,000        
林淑雯 10,000        
范素真 10,000        
馬美玲 10,000        
張庭蓁 10,000        
連秀芳 10,000        
陳麗煌 10,000        
黃麗貴 10,000        
鄒采珍 10,000        
劉秀華 10,000        
劉麗真 10,000        

校牧室
校牧室發展基金

淨心堂傳協會 24,229        
耶穌會使命室
濟時助學金

江淑貞 500             
蔡麗茹 500             
蔡偉澎 750             

學務處(學務長辦公室)
八仙塵爆基金

廖海帆 50,000        
伸豐達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賴清宮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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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輔組)
學生急難救助金

輔大人 357             
吳金龍 4,000          

學務處(課外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卓揚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服務學習中心

2015蒙古烏蘭巴托社會服務型海外志工團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5,000          
新莊武聖廟 10,000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基金

王彩華 2,000          
張允謙 2,000          
劉華萄 2,000          
聶達安 6,000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基金-夢想起飛合作協議書
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 6,780,000   

體育室
體育室-射箭隊、射擊隊、擊劍隊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公共事務室
全球校友總會

黃宏進 60,000        
附設醫院籌備處
附設醫院籌備處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建計畫

吳秀治 100             
邱儀萍、黃楷翔 100             
張美蓮 100             
黃世閎閤家 100             
黃重潔 100             
黃靖雅 100             
施力文 200             
輔大人 200             
輔大人 200             
林志豪 250             
輔大人 250             
游翔仁 300             
輔大人 300             
王麗卿 500             
吳苡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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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耿銘 500             
陳玉貞 500             
陳志誠 500             
楊淑媜 500             
蔡佳容 500             
鄭念慈 500             
鄭瑞彎 500             
鞠育美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劉文靜/劉明恩/呂益彰/
呂建邦/賴玉絲/陳碧霞

600             

王皆誼 1,000          
王絮清 1,000          
江漢聲 1,000          
李長歌 1,000          
李麗文 1,000          
周恒妙 1,000          
林佳慧 1,000          
林超群 1,000          
陳艾竹 1,000          
陸黃嫻英 1,000          
黃佩鈺 1,000          
葉菁菁 1,000          
熊賢正 1,000          
劉幗珍 1,000          
謝邦昌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王雪慧 2,000          
杜威德 2,000          
周方泉 2,000          
林香蘭 2,000          
苗薇薇 2,000          
徐玉林 2,000          
張文乾 2,000          
張美燕 2,000          
陳士彥 2,000          
陳宏陽 2,000          
陳澤豊 2,000          
楊桂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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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翠慧 2,000          
劉志光 2,000          
鄭碧玲 2,000          
錢偉國 2,000          
謝良導 2,000          
謝碧霞 2,000          
謝錦銓 2,000          
欒心芸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王莉華 3,000          
吳廷祐 3,000          
周淑貞 3,000          
張志昇 3,000          
梁筠婕 3,000          
輔大人 3,000          
輔大人 3,000          
張佳鈴 5,000          
張榮恭 5,000          
莊惠珠 5,000          
詹易展 5,000          
蔡馨葦 5,000          
輔大人 5,000          
輔大人 5,000          
林尚穎 6,000          
胡馨友 6,600          
王惠津 10,000        
立鑫國際有限公司 10,000        
李秀鑾 10,000        
李曾束 10,000        
張芳瑜 10,000        
陳文勇 10,000        
陳莉茵 10,000        
曾淑芬 10,000        
游淨雅 10,000        
謝岳錦 10,000        
輔大人 10,000        
邱銘坤 20,000        
曹竹屏 20,000        
陳宜倖 20,000        
游家玲 20,000        
黃譓宇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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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五湖 20,000        
蔡正雄 20,000        
盧威盛 20,000        
劉玉梅 30,000        
益麟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      
上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蔡正弘 200,000      
張登金 400,000      
蔡明忠 1,000,000   
贊達企業有限公司 1,625,000   
陳致遠 2,000,000   

輔醫社區活動
建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莊客旅分公司

90,000        

文學院
文學院院長室
文學院志工隊

蘇美玲 10,000        
輔大人 400,000      

中文系所
包杏青夫婦紀念獎學金

輔大人 10,000        
李維棻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育德 8,000          
歷史系所
歷史系所發展基金

袁小涓 500             
輔大人 500             

歷史系清寒獎學金
薛俊麟 3,000          

哲學系所
哲學系所發展基金

張珞涵 4,000          
哲學系所電子顯示裝置

李蕙菱 100,000      
哲學系-哲學與神學研究室

輔大人 10,000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發展基金

康台生 1,000          
音樂系
音樂系所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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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苑 1,000          
林惠利 1,000          

應美系所
應美系所發展基金

輔大人 500             
景觀系所
景觀系所發展基金

王秀娟 1,000          
顏亮一 1,000          
林鑑澄 2,000          
張自健 2,000          

景觀系第23屆畢展
黃文珊 2,000          

傳播學院
影傳系
影像傳播發展基金

第六屆影傳營 16,482        
教育學院
體育系所
啦啦隊專長與舞蹈專長

伸豐達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體育系推動拳擊項目

王建翔 20,000        
體育系發展基金-跆拳道

羅新明 50,000        
體育系劉家碩急難救助金

陳玉貞 2,000          
圖資系所
圖資系-系學會迎新宿營活動

何懷綸 500             
林靜宜 500             
張淳淳 2,000          
童心怡 3,000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0          
醫學院
醫學院
醫學院發展基金

李素杏 500             
醫學系-輔大非洲坦尚尼亞醫療團

何芝華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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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慈 1,000          
劉慶蜀 2,000          
沈春華 5,000          

台美學生暑期山地服務團
無名氏 15,000        

護理系所
護理系崔如銑修女基金

劉文靜 100             
輔大人 200             
林志豪 250             
輔大人 250             
沈珊如 500             
輔大人 1,000          

公衛系所
公衛系所發展基金-公衛年會

詹淇斐 6,000          
商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臨心系
臨心系發展基金

王英洲 800             
王鵬智 800             
林慧麗 800             
陳坤虎 800             
陳美琴 800             
葉在庭 800             
輔大人 800             
卓淑玲 1,000          
劉同雪 1,000          

基礎醫學研究所
研究生獎助學金

李永全 2,000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發展基金

王國華 500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70,5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王仁宏 200             
洪國祥 200             
呂俊賢 1,000          
孫方茜 1,000          
徐嘉連 1,000          
陳天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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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乙立 1,000          
黃美齡 1,000          
輔大人 1,000          
張敏娟 3,000          
袁正泰 4,000          
竺麗江 6,000          
馬藹玫 10,000        
輔大人 10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數學系
林可軒 1,000          
輔大人 1,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數學系白恆光修女講堂
張皓翔 5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李安莉 1,000          
李勇達 1,000          
邱文齡 1,000          
黃貞瑛 1,000          
楊南屏 1,000          
廖建通 1,000          
蕭鴻銘 1,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物理系
輔大人 500             
郭俊彥 1,000          
趙偉志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王福堂 2,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化學系
李慧玲 1,000          
陳建盛 1,000          
楊小青 1,000          
魏慶鵬 10,000        
輔大人 4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生科系
王琄嬋 1,000          
呂誌翼 1,000          
周秀慧 1,000          
侯藹玲 1,000          
崔文慧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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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席瑋 1,000          
輔大人 1,000          
徐魁煒 150,000      

華魯根教授紀念獎學金
陳龍勝 200             
魏佐芸 200             
吳忠信 300             
竺麗江 1,000          
許文廷 1,000          

生物技術研發中心
生物技術研發基金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22,500        
物理系所
郝思漢神父還願助學金

林永鑫 500             
生命科學系所
生科系系友獎學金

許明滿 1,000          
劉寶瑋教授獎學金

劉宛珉 3,886,772   
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機工程系所獎助學金

陳德馨 100             
張致吉 1,000          

電機工程學系獎助學金
輔大人 200             

電機系系所發展基金
林佳慧 200             
莊岳儒 500             
陳昭純 500             
蔣欣翰 500             
余金郎 1,000          
侯尊仁 1,000          

電機系所獎助學金
龍永鶴 3,200          

資訊工程系
資工系碩士班推甄學生獎學金

王國華 1,000          
應科所
應科所發展基金

林永鑫 1,000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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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德芳外語大樓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00      
邱玉晶 100,000      

英文系所
英文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             
英文系-急難救助

鄭素賢 200             
黃靖雅 1,000          
高維泓 1,000          

德文系所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

朱承浩 500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陳麗鋒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陳麗鋒 100,000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德語角

王美玲 10,000        
法文系所
法文系所發展基金

劉宏書 600             
輔大人 500             

趙德恕教授紀念獎學金
劉宏書 600             

日文系所
日文系所發展基金

王雪慧 2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12,000        

跨文化研究所
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發展基金

賴芳英 1,000          
民生學院
餐旅系
餐旅管理學系系所發展基金

鄧之卿 10,000        
兒家系
兒家系吳秉雅修女獎學金

輔大人 500             
兒家系所發展基金

李易龍 1,000          
食品科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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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所發展基金
郭孟怡 1,000          
蔡宗佑 1,000          
胡棟宏 30,000        

營養科學系所
營養科學系所發展基金

張國榮 6,000          
賴嘉君 6,000          
胡棟宏 30,000        

營養科學系所獎學基金
蔡啟全 39,799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發展基金

馬櫻芬 100             
葉小綸 100             
劉宇哲 100             
輔大人 100             
李文中 200             
張秀玲 200             
張芫睿 200             
莊錦秀 200             
劉博中 200             
蔣美龍 200             
輔大人 200             
宋忠興 500             
陳星宏 500             
熊維強 500             
賴曉君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張司政 1,000          
輔大人 1,000          
楊金順律師事務所 2,000          
吳志光 3,000          
郭土木 3,100          

法律學院-法律系進修學士班
錢世傑 1,000          

法律學院-優秀清寒同學助學金
輔大人 100             

學士後法律學系
學士後法律學系發展基金

黃寬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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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學院
社科學院
社會科學院發展基金

輔大人 500             
經濟系所
經濟系所發展基金

巫裕卿 300             
黃俊傑 1,000          

經研所-提升競爭力
林宛榆 700             

經濟系學生急難救助金
陳秀淋 500             

宗教系所
宗教系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200             
輔大人 500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大樓興建基金

詹益文 200             
林坤地 500             
張榮芳 500             
陳議添 500             
李宗培 1,000          
林德明 1,000          
甄書芳 2,500          

管理學院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             
廖展震 200             
丁祺倫 500             
林德明 1,000          
劉志光 2,000          
輔大人 10,000        
徐正冠 100,000      

企管系
企管系-王阿蘭中級會計學獎學金

王阿蘭 4,261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所
金融研究所發展基金

吳其昌 100             
金融碩士所務發展基金及管理學院大樓興建計畫

輔大人 500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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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昌 100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系務發展基金-產學合作發展

林建鋒 2,000          
商學研究所
商研所發展基金

劉志光 3,000          
進修部
宗輔室
聖神會學生急難助學金

輔大人 578             
輔大人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