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基金名稱 受贈單位

FG100 臺大永續基金專用款 臺大

FG101 臺大永續基金專用款(捐款優良教師) 臺大

FG102 關懷生命，愛護動物 獸醫學院

FG103 物理系有為基金 物理系

FG104 連震東紀念講座 社科院

FG105 董同龢紀念獎學金 中文系

FG106 1963台大商學系畢業校友獎勵清寒學生獎學金 管理學院

FG107 心理系鄭發育教授紀念獎學金 心理系

FG108 物理系朝陽基金 物理系

FG109 富邦永續講座 管理學院

FG110 林仁壽教授獎學金 獸醫系、農藝系、動科系

FG111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許玲惠女士紀念獎學金 生科系

FG112 畜牧研究獎學金 動科系

FG113 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 醫學院

FG114 任江履昇女士獎學金 臺大

FG115 台新財務金融獎助學金 財金系

FG116 龍冠海獎學金 社會系、社工系

FG117 高阪知武獎學金 生機系

FG118 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 臺大

FG119 林克孝原住民紀念獎學金 財金系

FG120 阮維周教授紀念獎助學金 地質系

FG121 梁次震永續基金 梁次震中心

FG122 管理學院推廣教育永續基金 管理學院

FG123 結草銜環永續基金 農經系

FG124 生命科學院永續基金 生科系

FG125 施孫富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生工系

FG126 凝態中心永續基金 凝態中心

FG127 趙綺娜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128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29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國內志工服務暨

鼓勵學生進修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FG130 芮逸夫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人類系

FG131 王國瓔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32 林文月先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33 王叔岷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34 數學系事恩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數學系

FG135 韓復智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136 臺大財金系卓越教師獎勵暨聘才永續基金 財金系

FG137 台達電子工業獎學金永續基金 機械系、電機系、資工系

FG138 故何君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39 蕭啟慶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140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醫學院、管理學

院、電資學院

FG141 醫學系補助新進教師招聘專用款永續基金 醫學系

FG142 國際企業系補助新進教師招聘專用款永續基金 國企系



FG143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聰賢芬英創新程序設計獎學金專

用款永續基金
化工系

FG144 宋品一獎學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45 薛明敏獎學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46 心理學系鄭昭明教授紀念獎學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心理系

FG147 楊金豹永續基金 物理系

FG148 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獎學金永續基金 圖資系

FG149 創新設計學院經費永續基金 創新設計學院

FG150 陳鳳祥女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圖資系

FG151 陳明新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機械系

FG152 胡達開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數學系

FG153 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 農藝系

FG154 數學系張楊獎助學金永續獎學金 數學系

FG155 鄭仕泰先生及鄭江端予女士獎助學金 物理系

FG156 戴君仁教授暨夫人顧志鵷女士紀念獎學金 中文系

FG157 金祥恆教授紀念獎學金 中文系

FG158 孔德成先生論文獎學金 中文系

萬祥玉講座教授永續基金 醫學院

FG159 1953醫學系黃錦棠醫師紀念獎金 醫學院

FG160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61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公衛學院

FG162 何東英教授專題研究獎學金永續基金 化學系

FG163 周俞特珍女士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64 陳伯楨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人類系

FG165 王德毅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166 鄭因百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

FG167 潘寶霞女士講座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68 農業經濟學系許文富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農經系

FG169 電機資訊學院何宜慈博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

FG170 施拱星傑出學士論文獎永續基金 數學系

FG171 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永續基金 社科學院

FG172  電機資訊學院仁民傑出青年學者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

FG173 佛學數位圖書館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1 楊廷玉先生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2 法雨山普宜苑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3 釋一觀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4 釋照悟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5 釋心學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9 台灣大學心理系鍾郁君博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心理系

FG180 馮故教授君策獎助金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工學院

FG181 臺大EMBA校友菁英學者講座永續基金 管理學院

FG182 臺靜農獎學金 中文系

FG173-006 釋照尚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7 釋紹因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08 釋仁俊長老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86 魏清德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臺文所



FG187 臺大化工系碩士班林嘉瑞校友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化工系

FG173-009 陳冠霖先生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89 馬春祥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動科系

FG190 呂箏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91 游足女士紀念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192 張亨先生紀念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73-010 釋照惠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11 釋禪欣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95 貢氏獎學金永續基金 戲劇系

FG196 李全璞教授國際交流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理學院

FG173-012 釋恆清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98 糜文開、裴溥言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199 古典戲曲研究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200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楊國樞教授獎學金 心理系

FG173-013 杜正民教授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02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松柏優秀學士專題暨化工產品開

發獎學金永續基金
化工系

FG173-014 張鴻洋博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04 B62校友清寒獎學金 臺大

FG205 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森林系

FG206 系友林錚顗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207 孫雲燾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藥學專業學院

FG208 李永平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209 蔡墩銘教授永續基金 法律學院

FG210 臺大1975級電機系系友捐贈科技研究創新獎勵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

FG211 Shane S. Que Hee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環衛所

FG212 毛氏獎學金永續基金 法律學院、工學院

FG213 鄭淑媛女士永續基金 佛學研究中心

FG214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藥學專業學院

FG214 -1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 藥學專業學院

FG215 侯健教授紀念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216 林本堅院士捐助臺灣大學專款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

FG217 劉錦川院士臺大勵學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材料系、機械系

FG218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永續基金 工學院

FG219 魏如圭老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藥學專業學院

FG220 惜福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221 惜福系務發展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222 臺大校友獎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223 國企系永續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國企系

FG224 陳廖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理學院、化學系

FG225 張永京紀念基金 臺大

FG226 謝越寧講座教授永續基金 地質科學系

FG227 1969外文系校友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228 丁碧雲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社工系

FG229 蘇耀宗獎學金永續基金 農化系

FG230 施拱星紀念講座永續基金 數學系



FG231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斌彥先生講座永續基金 工學院

FG232 陳劉旺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工學院

FG233 臺大希望出航獎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234 魏清德先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235 陳永桐邱敏君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圖資系

FG236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顧文霞教授紀念學生社團獎助金 藥學專業學院

FG237 日本語文學系系友永續獎學金永續基金 日文系

FG238 項潔教授永續基金 佛學研究中心

FG173-015 釋照印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40 張為憲教授食科所獎學金永續基金 食科所

FG241
張賴益新化工及醫學博士，戴美利醫學博士及張賴台平醫學

博士永續獎學基金
化工系

FG242 張柯圳教授暨夫人羅金蘭女士獎學金永續基金 哲學系

FG243 臺大富邦拔萃講座 臺大

FG244 訊聯生技˙蔡明達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化工系

FG245 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嚴智鍾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FG173-016 釋如學禪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17 釋禪海長老尼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18 釋道俊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19 彌陀寺釋圓斌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20 嘉義洪羅山先生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51 中外文學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173-021 釋達宏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53 李黃冊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254 梓祥獎學金 臺大

FG255 林安秋教授講座永續基金 生農學院

FG256 吳守禮教授紀念基金 臺灣研究中心

FG173-022 釋深華法師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23 李港與李林招治夫婦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59 鄧光玄先生紀念獎學金 政治學研究所

FG260 黃故教授季陸先生獎學金 國發所

FG261 臺大1975級電機系系友捐贈希望生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FG262 川流臺灣文學永續基金 臺文所

FG263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陳拱北教授紀念永續基金 公共衛生學院

FG264 化工系1966級系友獎助學金 化工系

FG265 王惠慈女士紀念獎助學金 外文系

FG266 顏正直先生紀念獎助學金 物理系

FG173-024 釋真慧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68 板橋歐潤洪寶貴文教獎助基金獎助學金 臺大

FG269 化工系系務發展永續基金 化工系

FG270 王榮騰與張華茹夫婦紀念何宜慈博士獎學金 電資學院

FG271 陳鈞教授勵學獎學金 材料系

FG273 陳秀合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173-025 吳重光先生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75 侯愉博士講座永續基金 農藝系

FG276 臺大勇源拔萃講座 臺大



FG277 蕭捷明先生紀念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278 蕭鄭蘩生夫人紀念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279 李淑美女士紀念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280 貞楷史學講座永續基金 歷史系

FG281 1965外文系桑慧娟女士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282 土木工程學系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土木系

FG283 土木工程學系系務發展永續基金 土木系

FG284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胡報治姚繁盛校友正念永續基金 心理系

FG285 何聞秀華女士獎學金永續基金 社工系

FG286 孫乃競博士紀念永續研究獎學金 臺大

FG287 孫乃競博士紀念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288 陳義男教授紀念獎學金 工科海洋系

FG289 王澤鑑教授永續基金 法律學院

FG290 陳定信教授紀念講座永續基金 臨床醫學所

FG291 元照永續基金 法律學院

FG292 國立臺灣大學科林研發論文獎暨傑出科技獎學金金 臺大

FG173-026 釋聖嚴長老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294 林長壽訪問學人永續基金 數學系

FG29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彭火炎醫師永續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醫學院

FG296 臺大校友基金 臺大

FG297 陳子坤醫師及戴依妹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醫學院

FG298 謝南強國際學生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國際學院

FG299 謝南強經濟系教授講座及博士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經濟系

FG300 馬佐平博士未來創新領導者獎助金 電機工程學系

FG301 楊樹仁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302 勵學上進獎助學金 電資學院

FG303 盧守耕教授講座永續基金 農藝系

FG173-027 釋真禪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05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陶家維先生講座永續基金 工學院

FG306 物理學系陳省身教授講座永續基金 物理系

FG307 機械系清寒急難助學金 機械系

FG308 夏長樸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309 殷之時女士紀念永續基金 外文系

FG310 王苔德陳輝昭夫婦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音樂研究所

FG311 李鴻禧名譽教授獎助學金 法律學院

FG312 吳雲生、馮士榮清寒獎助學金 藥學專業學院

FG313 邱文隆教授菁英講座 藥學專業學院

FG173-028 莊煇與劉孝齡夫婦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15 化學工程學系華國楨先生紀念獎助學金 化工系

FG316 天隆實業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臺大

FG317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馬保之先生紀念獎學金 生農學院

FG3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陳宏綸醫師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醫學系

FG319 化學系系務發展永續基金 化學系

FG320 國企系余鎮文先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國企系

FG321 醫學院癌症研究中心永續基金 醫學院

FG173-029 黃尊秋與黃阮粹蘭夫婦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23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香港萬景學生獎助學金 工學院、土木系

FG324 關學婉教授人才培育永續基金 牙醫專業學院

FG325 曾永義先生學術講座永續基金 中文系

FG326 高分子所創所所長謝國煌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高分子所

FG173-030 釋真玄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31 李宗焚與廖素娥夫婦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29 郭祝渝 (Chuh Yu Kuo) 先生獎學金永續基金 昆蟲學系

FG173-032 中和金山禪寺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173-033 胡粱菘先生紀念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30 醫學院古榮一醫師及陳秀貞醫師永續基金 醫學院

FG331 會計系陳校友永續清寒獎助學金 會計學系

FG332 化學工程學系林清先生夫人紀念獎助學金 化學工程學系

FG333 中西化學李宗廉創辦人優異表現獎學金永續基金 昆蟲學系

FG173-034 釋心澍法師永續基金 佛學數位圖書館

FG334 植微系蘇鴻基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FG335 法律學院法律服務社永續基金 法律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