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分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醫學院 104-5400-002-400 培植國際影響力種子基金

醫學院 107-5411-001-400 外科學科肝癌及胰臟癌轉譯研究發展基金

醫學院 106-5432-004-400 心腦血管血栓研究基金

醫學院 105-5410-001-400 醫學院胸腔內科學科聯合基金

醫學院 105-5400-007-400 扎根醫學教育基金

醫學院 4152D18-14 貴重儀器建置基金-7TMRI

醫學院 4152D18-13 推動實證健康照護教學研究

醫學院 4152Z3-1 醫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基金

醫學院 4152D33 醫學院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醫學院 4152L1 附醫生殖醫學中心研究費

醫學院 4152D 醫學系婦產科

醫學院 4152D1 醫學系解剖學科

醫學院 4152D10 陳定堯教授獎學金基金

醫學院 4152D21 醫學系典範教育基金

醫學院 4152D3 醫學系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1 醫學系婦產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4 醫學系眼科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9 醫學系神經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2 醫學系生化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25 醫學系一般醫學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3 醫學系藥理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4 醫學系病理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5 醫學系解剖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6 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7 醫學系寄生蟲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9 醫學系內科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3 醫學系耳鼻喉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5 醫學系骨科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1 醫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D38 醫學系麻醉學科研究基金基金

醫學院 4152D8 生理學科

醫學院 4152E7 醫學院緊急救難基金

醫學院 4152L 生殖醫學中心

醫學院 4152M11-11 醫學與人文學術研究基金

醫學院 4152Z1 生化學科

醫學院 4152Z27 呼吸治療學系研究及設備基金

醫學院 4152Z3 醫學院建院基金

醫學院 4152Z13-1 神經醫學發展基金

醫學院 4152Z30 呼吸治療學系系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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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4152Z32 醫學院院務及行政業務基金

醫學院 4152D18-19 發展病人整合追蹤系統基金

醫學院 4152D18-21 腎臟特色醫療發展基金

醫學院 104-5403-001-400 黃德修教授病理學紀念基金

醫學院 104-5410-002-400 新陳代謝科學科發展基金

醫學院 104-5411-001-400 乳房腫瘤研究發展基金

醫學院 104-5436-001-400 醫學院轉譯影像研究中心基金

醫學院 104-5442-001-400 腦血管病治療及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醫學院 105-5428-002-400 幹細胞轉譯醫學研究基金

醫學院 105-0032-002-400 睡眠醫學研究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7-5601-001-400 口腔矯正研究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6-5600-003-400 口腔醫學院管理發展中心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5-5601-004-400 兒童牙科學暨兒童口腔保健研究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5-6814-004-400 數位口腔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7-5601-003-400 口腔生醫科學研究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4152E23 口腔醫學院學研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4152E26 口腔醫學院大樓興建基金

口腔醫學院 4152E1 口腔醫學院實驗及研究費用

口腔醫學院 4152E16 牙醫學系所實驗研究相關經費

口腔醫學院 4152E17 牙體技術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4152E18 口腔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4152E11 顎顏面贗復

口腔醫學院 104-5605-003-400 細胞治療研究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4-5601-004-400 補綴研究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4-5601-002-400 咬合生理實驗室教學及研究發展基金

口腔醫學院 105-5600-001-400 林伶紅醫師紀念教育發展基金

藥學院 4152D18-26 生技製藥產業人才培育基金

藥學院 107-5806-001-400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發展基金

藥學院 107-5807-001-400 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發展基金

藥學院 41521 藥學系研究費

藥學院 4152Z4 藥學院建院基金

藥學院 4152Z43 藥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藥學院 4152Z45 藥學院基礎醫藥研究精兵計畫

藥學院 4152Z46 生藥學研究所發展基金專戶

藥學院 105-5800-004-400 台灣藥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基金

護理學院 4152Z5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

護理學院 4152Z5 護理學院建院基金-培育國際化護理專業人才

護理學院 4152Z53 拇山護理新苗培育計劃獎助學金

護理學院 104-6000-007-400 黃金年華專業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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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院 4152Z6 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建院基金

公共衛生學院 4152Z60 公共衛生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公共衛生學院 4152Z61 傷害防治研究所發展基金

公共衛生學院 4152D18-24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發展基金

醫學科技學院 4152N1-3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程及研究中心發展基金-神經損傷

醫學科技學院 4152E6 醫技學系所發展基金

醫學科技學院 104-6602-001-400 肺癌研究基金

人社院 4152D39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發展基金

人社院 4152D9 醫學人文研究所發展基金

人社院 4152D41 國際原住民生態農夫結盟會議基金

人社院 4152M11-31 植物人及意識損傷研究發展基金

人社院 104-6400-003-400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發展基金

人社院 104-6400-004-400 大腦與意識研究中心研究發展基金

人社院 105-6400-001-400 東南亞國家清寒學生入學獎學金

管理學院 104-6100-002-400 管理學院院務發展基金

管理學院 4152Z10-1 醫務管理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管理學院 105-6103-001-400 卓越數據創新計劃

醫學工程學院 104-6300-001-400 醫學工程學院基金

營養學院 107-5340-001-400 營養學院獎助學金基金

營養學院 106-6820-001-400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務發展基金

營養學院 4152Z65 保健營養學系系務發展基金

營養學院 4152Z66 社區營養研究基金專戶

營養學院 104-5340-001-400 營養學院產學合作發展基金

營養學院 104-6202-001-400 營養學院院務發展基金

營養學院 104-6202-002-400 營養醫學研究基金

營養學院 105-5340-002-400 高齡營養研究基金

跨領域學院 106-4701-001-400 跨領域人才培育發展基金

校務基金 雙和B基地大樓

校務基金 4152M11 君蔚樓

其他基金 107-2402-001-400 新創事業播種者募款專戶

其他基金 107-5360-001-400 胸腔醫學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105-1200-003-400 轉譯醫學及癌症研究發展專戶

其他基金 106-6805-001-400 人文藝術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105-4203-001-400 健康促進與公益活動基金

其他基金 4152M11-28 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獎助學金)

其他基金 4152D18-29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大樓

其他基金 4152D18-22 臺北癌症中心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8-17 兒童腫瘤病童守護專案(天使計畫)

其他基金 4152Z97 兒童腫瘤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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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金 4152D18-7 癌症研究中心計畫研究基金

其他基金 104-4208-003-400 橄欖球隊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104-1802-006-400 生醫轉譯研究基金

其他基金 4152Z912 國際醫療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4152N1-5 臨床試驗發展基金

其他基金 4152M11-29 全聯佩樺圓夢助學金

其他基金 4152D11-1 建置圖書育苗計畫

其他基金 4152D18-4 台灣房屋獎助學金及醫療研究獎

其他基金 4152B33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其他基金 4152B8 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活動專戶

其他基金 4152B9 幹細胞研究中心(SCRC)發展基金專戶

其他基金 4152D12 各運動代表隊運作經費-人才培育

其他基金 4152D12 各運動代表隊運作經費-桌球隊

其他基金 4152D18 醫學資訊研究所所務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18-2 資訊處處務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19 學務處處務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35 菁英計畫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36 千人千萬小太陽復健關懷計畫基金

其他基金 4152D37 梅生獎學金

其他基金 4152D5 學生輔導中心

其他基金 4152M11-3 衛生政策暨健康照護研究中心

其他基金 4152Z67 轉譯醫學中心基金

附設醫院 4152P 附設醫院

萬芳醫院 4152P3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附屬機構(2)發展基金 

雙和醫院 4152E22 雙和醫院建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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