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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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人 200                 
林文平 300                 
陳　駿 500                 
輔大人 500                 
張若芝 500                 
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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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學生急難救助金

吳金龍 4,000              
學務處(課外組)

醒新社樂生服務隊
田素月 1,000              
鄭明鐘 5,000              

贊助「社會公益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20,000           

研究倫理中心
人體研究委員會_專用於「補助本校研究生碩博士論文申請
人體研究計畫審查費之用」

黃裕凱 20,000           
中國聖職使命室

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基金
張譽警 500                 

學生急難救助
黃惠英 3,000              

服務學習中心
服務學習中心

輔大人 12,043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基金
游麗雲 2,000              
王進發 3,642              
聶達安 6,000              

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464,000      

公共事務室(公關室)
公共事務室校友服務

吳光昱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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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儀萍/黃楷翔 100                 
黃世閎閤家 100                 
黃重潔 100                 
黃靖雅 100                 
楊樂馨 200                 
施力文 200                 
輔大人 250                 
陳聖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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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 500                 
何林員 500                 
胡美芳 500                 
陳玉貞 500                 
陳艾竹 500                 
曾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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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瑞彎 500                 
賴奕成 500                 
鞠育美 500                 
劉淑華 800                 
何碧卿 1,000              
吳繁利 1,000              
明小燕 1,000              
林本聯 1,000              
林超群 1,000              
林靚麗 1,000              
姜    捷 1,000              
陳惠怡 1,000              
游雅婷 1,000              
黃佩鈺 1,000              
黃逸寧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輔大人 1,000              
劉發水 1,000              
賴李足鑾 1,000              
賴明淮/何美玉 1,000              
謝邦昌 1,000              
黎盈初 1,500              
石維德 2,000              
任美玲 2,000              
吳子清 2,000              
李輝德 2,000              
林孟芬 2,000              
林政良 2,000              
林香蘭 2,000              
邱文媛 2,000              
夏春梅 2,000              
孫之屏 2,000              
莊甘妹 2,000              
郭彥宏 2,000              
陳佩枝 2,000              
陳怡龍 2,000              
陳柳芬 2,000              
陳淑芳 2,000              
陳淑媛 2,000              
陳智祥 2,000              
游淨雅 2,000              
黃柏齡 2,000              
黃崇智 2,000              
黃梅美 2,000              



黃懷瑱 2,000              
黃韻欣 2,000              
黃麗姬 2,000              
廖俊強 2,000              
輔大人 2,000              
輔大人 2,000              
劉志光 2,000              
藍淑珠 2,000              
顏君伊 2,000              
顏淑真 2,000              
蘇富佑 2,000              
汪頂立 3,000              
黃倩茹 3,000              
輔大人 3,000              
陳佳怡 4,000              
吳津津 5,000              
李晉英 5,000              
康志丞 5,000              
康志安 5,000              
康志帆 5,000              
陳仲鋐 5,000              
陸黃嫻英/陸家樑/王敦青/陸怡彤/陸思宇 5,000              
輔大人 5,000              
輔大人 5,000              
輔大人 5,000              
鄭琇文 5,000              
梁瑞珍 5,000              
李澤艷 6,000              
輔大人 6,000              
輔大人 6,000              
輔大人 6,000              
協裕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000              
汪淑麗 8,000              
李東營 10,000           
周怡蕙 10,000           
周寶恭 10,000           
高志嘉 10,000           
陳勝佶 10,000           
輔大人 10,000           
輔大人 10,000           
輔大人 10,000           
輔大人 10,000           
鄭仲宏 10,000           
簡文賓 10,000           
釋聖玄 12,000           
曾偉勝 20,000           
劉東妹 20,000           
法輪功學員 30,000           
洪林秀治 60,000           
張素絹 60,000           
輔大人 60,000           
輔大人 60,000           
輔大人 60,000           
林逸姿 100,000         
輔大人 200,000         
輔大人 1,000,000      
陳儒宏 1,500,000      



輔醫空橋
李睿杰 50,000           
協裕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林耀康 50,000           
高持平 50,000           
張素絹 50,000           
輔大人 50,000           
輔大人 50,000           
李龍久 100,000         
蔡瑞聰 100,000         
輔大人 400,000         

文學院
文學院院長室

文學院志工隊
輔大人 500,000         

文愛寒溪青年課輔獎助金
張玉文 2,000              

文愛寒溪工作隊
輔大人 30,000           

文學院文善志工隊
輔大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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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系系學會相關活動

簡意瑄 3,000              
哲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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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所展演

陳秋盛 30,000           
音樂系視障學生獎學金

張林峯 20,000           
應美系所

應美系學生畢委會基金
柏岱企業有限公司 30,000           

景觀系所
景觀系所發展基金

王秀娟 1,000              
張自健 2,000              

景觀設計系25屆畢業展演
泰然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0,000           
輔大人 10,000           
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15,000           

傳播學院
廣告系

廣告系畢業展
慎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教育學院
體育系所



體育表演會
陳彥清 1,000              
洪信宇 6,000              
羅崑泉 20,000           
威樺國際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體育系田徑隊
童鳳翱 6,000              

體育學系足球運動代表隊
豐源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400,000         

圖資系所
圖書資訊學系

輔大圖書館系第14屆系友 73,800           
圖資系研討會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10,000           
醫學院

醫學院
醫學院發展基金

葉　純 500                 
顏碧枝 700                 

非洲坦尚尼亞醫療團
呂怡締 500                 
何芝華 500                 
徐瑞霜 2,000              
陳淑玲 3,000              
陳嘉益 3,000              
陳薇米 3,000              
歐陽瑛 3,000              
駱菲莉 3,000              
陳惠姿 5,000              
輔大人 5,000              
林宜璟 6,000              
張德明 15,000           
輔大人 15,000           
張清子 20,000           

護理系所
崔如銑修女基金

劉文靜 100                 
輔大人 250                 
沈珊如 500                 

臨心系
臨心系發展基金

王英洲 800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基醫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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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勉 1,000              
吳堅凌 1,000              
曾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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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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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俊賢 2,000              
輔大人 2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化學系李偉平修女紀念實驗室
劉常興 20,000           
牛昭文 30,000           
王藹君 50,000           
曾朝輝 70,000           

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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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麗江 1,000              
林少英 30,000           

數學系所
吳東賢系友獎學金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賴嘉羆先生紀念獎學金

賴保秀 12,000           
顏一清教授紀念青少年輔導團

何美育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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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炳綜 1,000              
游源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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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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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賜福 20,000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醫資學程發展基金

台灣恩悌悌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德芳外語大樓

竺麗江 500                 
廖榮鑫 3,200              
游書馨 5,000              

德芳外語大樓-法文系
楊淑媜 500                 

德芳外語大樓-西文系
頂行貿易有限公司 250,000         

德芳外語大樓-日文系
吳炯麟 3,000              
晉麗明 3,200              
莊鳳玉 10,000           
輔大人 10,200           
日文系第13屆校友 2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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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系2017年度大戲

林韻潔 500                 
訾馨卉 1,000              
朱心龍 2,000              
高偉峮 2,000              
都省瑞 3,000              
高惠瑄 5,000              
鼎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邱文媛 6,000              

德文系所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

朱承浩 500                 
德文系所發展基金-十年愛德計畫

吳宜璇 2,000              
德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0,000           
王巧靜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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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4,496         

跨文化研究所
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

台北市東海扶輪社 20,000           
民生學院



織品系
織品系發展基金

創姿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典藏研究出版基金

劉純宇 250                 
織品系學術2017倫敦參展經費

劉純宇 250                 
餐旅系

餐旅系所發展基金
賴宏昇 10,000           

兒家系
兒家系發展基金

陳艾竹 500                 
兒家系畢業展演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博物館所
博物館學研究所

黃明正 20,000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發展基金
張芫睿 200                 
輔大人 200                 
蔣美龍 200                 
宋忠興 500                 
輔大人 500                 
張司政 1,000              
輔大人 1,000              
吳    江 18,630           

李文中律師清寒獎助學金
李文中 200,000         

刑事司法制度革新研討會專用
進豐聯合法律事務所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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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台灣羅四維夥伴學習促進協會 65,000           
社科學院-雅樂舞與文化創生行動研究計畫

財團法人臺北市林芳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00,000         
經濟系所

經濟系所發展基金
林志彥 500                 
蔡雪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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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羅恩 3,000              



經濟系學生急難救助金
陳秀淋 500                 

經研所-提升競爭力
林宛榆 800                 

宗教系所
宗教系地板維護費

輔大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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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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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院社企專案教學人員薪資
李天行 700,000         

企管系所
企管系發展基金

蕭富誠 3,000              
企管系-王阿蘭中級會計學獎學金

王阿蘭 4,261              
企管系清寒獎學金 輔大人

輔大人 1,000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發展基金

江淑芳 10,000           
吳惠敏 10,000           
吳翠愛 10,000           
李玉璸 10,000           
李金暖 10,000           
李姿萍 10,000           
張玉女 10,000           
許絨絨 10,000           
陳家珍 10,000           
黃麗貴 10,000           
楊涵雅 10,000           
劉秀華 10,000           
劉麗真 10,000           

會計系所
會計系發展基金

輔大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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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尤姵文 6,000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國際化發展



李天行 10,000           
商學研究所獎學金

李天行 120,000         
商學博士班發展基金

劉志光 3,000              
進修部

宗輔室
聖神會學生急難助學金

輔大人 1,000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輔大人 20,600           
蔣根煌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