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用途  捐款人姓名  金額NT$
校本部

校長室

全校校務發展

朱嘉綺 100                  

彭英偉 100                  

輔大人 200                  

林文平 300                  

張若芝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1,000                

于斌樞機-教師研究獎勵獎金

輔大人 609                  

培養體育優秀選手及推廣體育運動

福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廖裕輝 300,000            

校牧室

法蒂瑪聖母來台奉獻金

輔大人 20,000              

耶穌會使命室

濟時助學金

江淑貞 500                  

蔡麗茹 500                  

蔡偉澎 750                  

中國聖職使命室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基金

張譽警 1,200                

宗輔中心

宗教輔導中心發展基金

國際扶輪3490地區 5,000                

教務處(註冊組)

贊助學生證獎助學金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贊助學生證換發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870,000         

學務處(生輔組)

劉清章、羅不夫婦清寒獎學金

劉五湖 180,000            

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信託傳善獎助學金

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信託 72,000              

學生急難救助金

吳金龍 4,000                

學務處(課外組)

課外活動組基金

卓揚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基金

王進發 2,193                

聶達安 12,000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964,478            

藝文中心

第三屆金映獎廣告贊助合作

日勝生加賀屋 60,000              

公共事務室(公關室)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陳曉娟 500,000            

 輔仁大學106年3月份捐款名單
      ~感謝您的回饋讓輔仁的精神持續發光發熱~敬請永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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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品慧 100                  

邱儀萍/黃楷翔 100                  

黃世閎閤家 100                  

黃重潔 100                  

黃靖雅 100                  

施力文 200                  

輔大人 250                  

陳宇婷 350                  

陳國祥 350                  

葛秀美 350                  

劉　悅 350                  

王秀雲 500                  

王麗卿 500                  

何林員 500                  

陳玉貞 500                  

陳艾竹 500                  

楊沅蓁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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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鄭云寬 500                  

鄭瑞彎 500                  

賴奕成 500                  

鞠育美 500                  

王惟民 1,000                

江珮慈 1,000                

何俊德 1,000                

吳佩錦 1,000                

吳祉瑩 1,000                

李明宗 1,000                

李俊源 1,000                

冼梅華 1,000                

周文琪 1,000                

林文忠 1,000                

林超群 1,000                

林靚麗 1,000                

凃宏昌 1,000                

姚淑真 1,000                

姜　捷 1,000                

洪榮林 1,000                

范姜美華 1,000                

張忠吉 1,000                

張金城 1,000                

許秀花 1,000                

郭建華 1,000                

陳仲竹 1,000                

陳沛晴 1,000                

陳采羚 1,000                

陳昭宏 1,000                

陳嘉祥 1,000                

陳麗香 1,000                

曾國書 1,000                



湯士霆 1,000                

黃佩鈺 1,000                

楊仲榮 1,000                

楊明聰 1,000                

楊竣翔 1,000                

楊樂馨 1,000                

楊麗雪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劉秀玲 1,000                

劉夢熊 1,000                

蔡佩蓉 1,000                

盧麗貞 1,000                

蕭忠義 1,000                

賴李足鑾 1,000                

賴明淮/何美玉 1,000                

謝邦昌 1,000                

顏旻鈺 1,000                

蘇慶華 1,000                

黎盈初 1,500                

王雅玲 2,000                

李秀蓮 2,000                

李林美 2,000                

林玉玲 2,000                

林香蘭 2,000                

陳怡華 2,000                

陳姿樺 2,000                

陳秋華 2,000                

陳羿瑾 2,000                

陳哲育 2,000                

陳莊月霞 2,000                

游文忠 2,000                

董才業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劉志光 2,000                

劉韋筠 2,000                

戴榮慶 2,000                

李文誠 3,000                

留秋凉 3,000                

留若萍 3,000                

高淑玲 3,000                

張淑婷 3,000                

陳鴻斌 3,000                

詹耀福 3,000                

賴琬柔 3,000                

賴聖倫 3,000                

謝孔軒 3,000                

呂佳宬 4,000                

李集泉 4,000                

房秋美 4,000                

林詩欣 4,000                

侯其祥 4,000                



范姜沛坊 4,000                

劉美真 4,000                

蔡慶裕 4,000                

李淑卿 5,000                

康江榮 5,000                

張碧琴 5,000                

陸黃嫻英/陸家樑/王敦青/陸怡彤/陸思宇 5,000                

黃素娥 5,000                

趙新福 5,000                

趙維利 5,000                

程美華 6,000                

張棉植 10,000              

張森茂 10,000              

輔大人 10,000              

輔大人 10,000              

王月凰 20,000              

吳宏達 20,000              

卓曼菁 20,000              

林志欣 20,000              

陳錦慧 20,000              

葉紫華 20,000              

輔大人 20,000              

林淑園 50,000              

郭阿足 100,000            

盧丙燈/廖圓 100,048            

范姜勇 110,000            

翁慶川 110,000            

輔大人 120,000            

輔大人 120,000            

李筱玲 1,500,000         

輔醫空橋

李崇洋 50,000              

李蘊霞 50,000              

林君紋 50,000              

林志欣 50,000              

林淑惠 50,000              

冠揚國際有限公司 50,000              

許彩蓮 50,000              

陳文偉 50,000              

游銘宗 50,000              

楊明勳 50,000              

鍾秀琴 50,000              

文學院

文學院院長室

文愛寒溪青年課輔獎助金

張玉文 2,000                

中文系所

中文系所發展基金

程克雅 1,000                

中文系友獎助金

輔大人 10,000              

許秀美系友獎學金

輔大人 120,000            

歷史系所

歷史系所發展基金

輔大人 500                  

歷史系清寒獎學金

薛俊麟 3,000                

第七屆世界史研習營及世界史專題學術講座

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 40,000              



哲學系所

李鴻賓先生獎學金

李鴻賓 60,000              

哲學系-哲學與神學研究室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0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發展基金

馮冠超 2,000                

音樂系

音樂系所發展基金

張文苑 1,000                

應美系所

應美系-106級畢業展覽

輔大人 3,000                

輔大人 5,000                

華岡會計事務所 6,000                

李孟玲 10,000              

意芯實業有限公司 20,000              

景觀系所

景觀系所發展基金

王秀娟 1,000                

張自健 2,000                

景觀設計學系紀念楊凱勛學生急難救助金

1919愛延續 25,000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媒體中心設備維護費

張淑賢 1,050                

廣告系

廣告系畢展

賓航賓士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教育學院

體育系所

推動運動項目發展-田徑

童鳳翱 6,000                

體育系劉家碩急難救助金

陳玉貞 2,500                

體育表演會

鬍子茶台北新莊店 3,000                

體育學系黃柏瑋清寒獎學金

蔣易宏 1,000                

教研所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所務發展基金

陳鳳幼 1,000                

醫學院

醫學院

醫學院發展基金-專案教師薪資

廖俊厚 127,294            

非洲坦尚尼亞醫療團

何芝華 500                  

呂怡締 500                  

輔大人 3,000                

誠明法律事務所 6,000                

誠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6,000                

輔大人 9,000                

輔大人 15,000              



護理系所

護理系崔如銑修女基金

劉文靜 100                  

輔大人 250                  

沈珊如 500                  

公衛系所

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鄭其嘉 15,000              

臨心系所發展基金_畢生心歷

輔大人 2,000                

臨心系發展基金

王英洲 800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生醫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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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

輔大人 200                  

吳堅凌 1,000                

黃美齡 1,000                

竺麗江 2,000                

袁正泰 2,000                

李永安 2,500                

馬藹玫 10,000              

蘇蔡秋涼 1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數學系白恆光修女紀念講堂

輔大人 1,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物理系

張敏娟 3,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化學系

陳志維 1,000                

楊小青 1,000                

蔡俊賢 2,000                

蔡雅涵 10,000              

輔大人 2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生科系

王琄嬋 1,000                

周秀慧 1,000                

侯藹玲 1,000                

輔大人 1,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電機系

謝祥界 300                  

輔大人 1,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資工系

輔大人 200                  

華魯根教授紀念獎學金

陳龍勝 200                  

魏佐芸 200                  

吳忠信 500                  

許文廷 1,000                

竺麗江 1,000                

數學系所

數學系研究與發展基金-創新創業平台之規劃及運作專款

輔大人 100,000            

物理系所

郝思漢神父還願助學金

林永鑫 500                  



化學系所

化學系發展基金

游源祥 1,000                

黃炳綜 1,000                

曾韋龍 3,000                

化學系獎助學金

李國安 1,000                

許明娟 1,000                

游源祥 1,000                

黃炳綜 1,000                

劉茂煌 1,000                

生命科學系所

生科系系友獎學金

許明滿 1,000                

生科系獎學金

楊政道 2,000                

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機系系所發展基金

林佳慧 200                  

莊岳儒 500                  

陳昭純 500                  

輔大人 1,000                

電機系所獎助學金

陳德馨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300                  

輔大人 1,000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所發展基金

王國華 1,000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德芳外語大樓

竺麗江 500                  

朱賓剛 1,600                

齊國斌 7,000                

雅譽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德芳外語大樓-英文系

輔大人 5,000                

德芳外語大樓-法文系

楊淑媜 500                  

德芳外語大樓-西文系

史鴻郁 10,000              

德芳外語大樓-日文系

吳炯麟 3,000                

翟翠翎 10,000              

德芳外語大樓-跨研所

輔大人 86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8,500                

英文系所

英文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100                  

英文系-急難救助(陽光專案)

高維泓 500                  

德文系所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

朱承浩 500                  



法文系所

法文系所發展基金

輔大人 600                  

趙德恕教授紀念獎學金

輔大人 600                  

日文系所

日文系所發展基金

輔大人 200                  

跨文化研究所

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分析：理論與演練

林信甫 5,000                

輔大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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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學院

民生學院發展基金

輔大人 5,000                

王國媚民生新思維運動

王國媚/劉偉民 2,573,401         

織品系

織品系發展基金

簡秀雯 1,000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葉秀蓮 5,000                

薩摩亞商皇后國際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5,000                

柒零經典有限公司 10,000              

高亨精機工業有限公司 10,000              

周裕穎 10,800              

黃亦仁 13,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20,000              

高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力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旭榮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旭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尤政平 30,000              

承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17儒鴻服裝設計競賽校園團體獎獎金

財團法人儒鴻教育基金會 500,000            

創意立業講座活動

柯宜汝 1,000                

鄧麗喜 1,000                

創意立業講座暨系友會相關活動

楊素芳 100,000            

織品系學術2017倫敦參展經費

民慧企業有限公司 1,000                

織品服裝大樓整修經費

劉純宇 500                  

餐旅系

餐旅系所發展基金

鼎正有限公司 88,000              

兒家系

兒家系發展基金

陳艾竹 500                  

兒家系畢業展演

童心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陳筠安 20,000              



食品科學系所

食品科學系所發展基金

霜囍有限公司 7,000                

宏昇儀器行有限公司 30,000              

營養科學系所

營養科學系所發展基金

高幸蓓 1,600                

陳珮蓉 1,600                

羅慧珍 2,560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發展基金

莊錦秀 200                  

張芫睿 200                  

輔大人 200                  

蔣美龍 200                  

宋忠興 500                  

輔大人 500                  

輔大人 1,000                

張司政 1,000                

馮莉 2,600                

李擁軍 9,200                

王方玉 20,300              

法律系

法律學系急難救助金

何明瑜 1,000                

財法系所

財法系發展基金-系友、公務聯繫餐敘活動

郭土木 3,600                

學士後法律學系

學士後法律學系學術交流費

吳志光 3,000                

社科學院

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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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彥 500                  

蔡雪芳 3,000                

經研所-提升競爭力

林宛榆 800                  

經濟系所發展基金_專職約聘助教基金

巫裕卿 500                  

陳冠任 500                  

黃俊傑 1,000                

戴慧玲 100,000            

經濟系學生急難救助金

陳秀淋 500                  

經濟系-顏辰軒系友獎學金

顏辰軒 6,000                

宗教系所

宗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輔大人 15,000              

宗教系-地板維護費

輔大人 50                    

輔大人 50                    

輔大人 5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100                  

輔大人 2,500                

輔大人 2,500                

宗教系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200                  

輔大人 500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發展基金

廖展震 200                  

丁祺倫 500                  

輔大人 500                  

黃裕凱 2,000                

劉志光 2,000                

許培基 3,000                

尤姵文 4,000                

管理學院大樓興建暨現有空間發展維護基金

詹益文 500                  

輔大人 1,000                

甄書芳 2,500                

企管系

企管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20,000              

企管系-王阿蘭中級會計學獎學金

王阿蘭 4,261                

企管系發展基金-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1,000                

會計系所

會計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2,000                

會計系所獎助學金

輔大人 200,000            

統資系

統資系發展基金

劉明潭 3,000                

林玲洋 5,000                

張王謂基金會清寒獎學金

楊金坤 7,000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所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發展基金

吳其昌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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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發展基金

吳其昌 250                  

商學研究所

商研所發展基金

劉志光 3,000                

尤姵文 6,000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國際化發展

李天行 10,000              

進修部

宗輔室

聖神會學生急難助學金

輔大人 1,000                

趙仲仁 10,000              



宗教系

宗教系進修學士班畫展

陳李木桂 27,000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第四屆畢業展覽

財團法人高林文化創意基金會 20,000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發展基金

蕭婷安 2,400                

李纘德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