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日期 捐款用途 姓名 捐款金額 捐款來源

108/01/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蘇彥衍 5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賴文泰 2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林建宏 2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英文系19屆A班校友 200 教職員工

108/01/25 在文藻砌一塊磚 劉黃美嬌 100 教職員工

108/01/25 在文藻砌一塊磚 張趙美麗 100 教職員工

108/01/25 在文藻砌一塊磚 盧黃明娥 100 教職員工

108/01/21 多功能大樓新建計畫~文藻園丁專案 楊喬涵 100 校友

108/02/10 多功能大樓新建計畫~廳室命名專案 林建宇 150,000 社會人士

108/01/25 吳甦樂廣場 蘇彥衍 500 教職員工

108/01/03 法文系清寒獎學金 郭葉寬珠 2,000 教職員工

108/01/21 指定用途獎助學金 善心人士 1,000 校友

108/01/21 指定用途獎助學金 善心人士 2,000 校友

108/01/21 指定用途學生助學金 洪素禎 500 社會人士

108/01/25 指定用途學生助學金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指定捐款第13屆傳藝系學會 陳重友 12,000 教職員工

108/01/21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楊喬涵 100 校友

108/01/25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李敏郎 8,585 校友

108/01/25 國事系大四畢業專題論文成果發表計畫 林建宏 300 教職員工

108/01/21 教育基金 莊師誠 700 社會人士

108/01/21 教育基金 善心人士 1,000 校友

108/01/21 教育基金 陳秀薰 100 校友

108/01/21 教育基金 余克誠 1,000 校友家人

108/01/21 教育基金 廖育葦 500 校友

108/01/25 教育基金 蘇榮昌 1,0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教育基金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教育基金 陳雙景 2,0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教育基金 朱心平 300 教職員工

108/01/25 教育基金 林遠航 1,000 教職員工

108年1月教育基金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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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5 教育基金 朱晉德 2,000 社會人士

108/01/25 教育基金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08/01/29 補助學生辦理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寒假營隊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13,000 組織機構

108/01/1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郭孟月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14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善心人士 5,000 校友

108/01/15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李紹華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高雄市政府行政暨國際處 2,000 組織機構

108/01/1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王愉文 5,000 教職員工

108/01/14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3,000 公司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00 公司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謝秀棋 2,000 校友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2,000 組織機構

108/01/16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張騰盛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張吳秀玉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17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高雄醫學大學 2,000 學校單位

108/01/1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高雄防癌醫療財團法人 4,000 組織機構

108/01/19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公司

108/01/2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陳麗娟 500 校友

108/01/22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社團法人吳若石神父全人發展協會 3,000 組織機構

108/01/22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李鴻志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23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王偉民 2,000 社會人士

108/01/23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魏淑華 3,000 教職員工

108/01/23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劉嘉玲 10,000 基督服務團

108/01/23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王偉民 2,000 社會人士

108/01/22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第16屆西文科全體 3,000 組織機構

108/01/22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龍進營造有限公司 3,000 公司

108/01/25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 2,000 組織機構

108/01/25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善心人士 3,000 教職員工

108/01/2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

金會
2,000 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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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王文毅牙醫診所 10,000 組織機構

108/01/2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善心人士 2,000 退休教職員工

108/01/28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樓逸純 6,000 校友

108/01/3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國立中山大學 2,000 學校單位

108/01/3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公司

108/01/3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 2,000 學校單位

108/02/10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2,000 學校單位

108/02/1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3,000 社會人士

108/02/11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毛鑀蓁 2,000 社會人士

108/01/18 贊助「日文系文藻盃辯論比賽」 善心人士 8,264 公司

108/01/18 贊助「日本雅樂團表演」 吳正偉 10,000 學生家長

108/01/03 贊助學務處辦理活動 陳靜珮 3,000 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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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1 體育教學獎助學金 黃建華 500 校友

108/01/25 體育校隊獎助學金 江輝祺 500 教職員工

108/01/31 體育館興建工程 陳穎婕 1,000 校友

本月份捐款總額新台幣 331,849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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