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日期 捐款用途 姓名  捐款金額 捐款來源

1100304 2021法國語文系法語歌唱大賽 翰裕商行                    3,000 店家

1100304 2021法國語文系法語歌唱大賽 貝瑞家商行                    2,000 店家

11003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蘇彥衍                      5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賴文泰                      2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林建宏                      2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文藻萬人教育志工團 英文系19屆A班校友                      2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朱晉德                  10,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蘇彥衍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佘祥仁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2,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2,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王靜風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鄭曉如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歐修梅                    3,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陳僅麗                    3,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陳貞嬌                    8,000 社會人士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3,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張雅婷                    2,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黃羽彤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1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向麗頻                    6,000 教職員工

1100315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善心人士                  33,980 社會人士

1100315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張君實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5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陳慧君                    2,000 教職員工

1100318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蔡嘉哲                    3,000 教職員工

1100318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歐修梅                    2,000 教職員工

1100318 文藻願景工程-藻愛安心計畫 胡志祥                    1,000 教職員工

1100329 日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公司

1100325 在文藻砌一塊磚 劉黃美嬌                      100 教職員工

110年03月教育基金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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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08 西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嶼菩咖啡館                    1,000 店家

1100308 西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5,000 公司

1100316 西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公司

1100319 西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立功升學證照輔考中心                    8,400 公司

1100325 吳甦樂廣場 蘇彥衍                      5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東南亞學系教育基金 顧長永                    5,000 教職員工

1100308 法文系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林鴻蘭                  50,000 校友

1100322 指定用途學生助學金 洪素禎                      500 社會人士

1100322 指定用途學生助學金 善心人士                    2,000 校友

1100304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黃于倩                    1,000 校友

1100322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善心人士                    1,000 校友

1100322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莊師誠                      700 社會人士

1100322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林顥予                      150 校友家人

1100322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林訢予                      150 校友家人

1100325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陸冠州                    1,000 教職員工

1100323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施彤穎                  53,594 社會人士

1100329 弱勢學生助學輔導專案 李天行                    3,000 基督服務團

11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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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03 教育基金 吳郁萱                  20,000 校友

1100311 教育基金 林綺雲修女家人                434,000 校友家人

1100322 教育基金 廖育葦                      500 校友

1100322 教育基金 陳秀薰                      100 校友

1100322 教育基金 余克誠                    1,000 校友家人

1100325 教育基金 陸冠州                    1,0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教育基金 陳雙景                    2,0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教育基金 林遠航                    1,0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教育基金 鄭國翔                    1,000 教職員工

1100325 教育基金 善心人士                    1,000 教職員工

1100315 德文科畢業公演募款 立功升學證照輔考中心                    8,000 公司

1100322 學生急難救助金募款專案 陳麗娟                      500 校友

1100325 贊助兒童服務社
敦煌書局(股)高雄分公司文藻營

業所
                     500 公司

1100325 贊助第38屆運動會活動 高雄市文藻外語大學校友會                    3,000 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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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1 贊助第38屆運動會活動 北區校友會                    3,000 組織機構

1100325 贊助學生會活動
敦煌書局(股)高雄分公司文藻營

業所
                     500 公司

本月份捐款總額新台幣 721,57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