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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元智好朋友，您好： 

元智大學今年創校滿30年，創校以來，受

到各界的支持與協助，培育許多優秀的人才，

校友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備受肯定，有極好的

社會評價。 

近幾年，元智連續入選英國泰晤士報教育

專刊全球最佳大學，並名列英國泰晤士報建校

少於50年的全球前百名年輕潛力大學。 

30年來，元智秉持誠、勤、樸、慎的校

訓，認真辦學，師資陣容堅強，研發能量亮

眼。元智老人福祉科技以及燃料電池與氫能關

鍵技術，獲選科技部2016年度產學小聯盟計

畫，為經管與資服組及土木能環組之第一名，

並代表國家遠征美國Las Vegas展出，受到熱

烈的好評與關注；2019年藝術與設計系副教授

林楚卿帶領學生團隊CKfablab參加史丹福大學

長壽中心舉辦的銀髮設計競賽（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以「Pillow Fight （枕頭戰—

我要我們憶起玩）」，獲得全球大賽之銅牌；電機系方士豪教授及施皇嘉副教授各以AI人

工智慧以及大數據研究共同榮獲科技部「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Future Tech Expo , FUTEX 

2019）」；電機系教授黃正光也獲得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鉑金獎最高殊榮，其他還有許

多元智師生對外參賽也都有優異之表現，在在顯示元智師生研發之成果與能量。 

元智除致力邁向雙語大學，培養學生全球移動（Global Mobility）的能力外，各學院全

面增設英語專班(學士英語學程)，並擴大招收外籍生及僑生，強化元智學子國際化的視野與

就業力。除原本雙語教學之外，為迎接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全面實施新雙語課程，將程

式語言列為新雙語，作為通識課程必修學分。 

近年來，因政府教育資源有限，大學需自籌更多經費的情形下，元智大學渥蒙熱心教育

人士慷慨解囊，捐款充實教育資源，贊助學術活動，提供獎助學金，嘉惠學子甚大，使教育

園地增添更多的愛心與熱情，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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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亦是高等學府面對時代改變重新省思的階段，元智在創校30

周年的同時，在卓越、務實、宏觀、圓融之教育理念下，更臻確定教育的目標以及善盡大學

之社會責任。我們不放棄任何一位學子求知、學習的機會，尤其對於經濟不利學生或是學習

有障礙需要幫助者，元智將提供更多實質的輔導與協助。 

於此，期盼您共襄盛舉，共同關心協助經濟有困難學生以及需要受幫助的學生，讓他們

不因環境或是先天上之不足，而失去受教的機會。我們需要更多熱心的人士及教育資源的投

入，少子化時代的來臨，元智大學將面臨更多挑戰，期望您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讓元

智的腳步更堅定，持續努力精進辦學。 

在此特別獻上萬分感謝，您對於教育的熱忱與關心，實為元智辦學進步的最大動力。 

敬祝

新年快樂

闔家平安順利

                                 校長    

                                                 敬啟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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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長期的支持，讓元智學生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放

眼國際視野、服務社會人群的機會；因您的慨捐，讓家庭

突遭困境、經濟不利學生，得以安心就學，努力求知。 

│織網助學計畫│

織網助學計畫，針對家庭困窘、經濟不利學生的補助與輔導的計畫。
每年大約有500-600名的經濟不利學生，

大都是學習有問題、經濟困難、身處急難需要幫助者。 

我們從不願放棄任何一位學子求知、學習的機會，藉由特別輔導或是生活助學金予以補助，
希冀學生能透過教育扭轉命運，不再因為經濟或是其他困境，
而放棄求知、追求夢想的機會。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幫助他們。 

│無限安心專案 │
因應大環境因素所致，父母非自願性離職失業、家庭突遭變故或天然災害導致嚴重受難而有失

學之虞的學生們，讓他們能夠安心就學，
協助他們減輕經濟壓力，解決他們生活上之困窘。

 

│獎助學金│

為鼓勵學生認真向學且積極向上，只要是認真且品學兼優的學生，
均能獲得適時的鼓勵與獎助。許多獎助學金是元智教師或校友等賢達人士捐款，

感念在校時師長的栽培，以及元智的提攜進而資助獎學金，讓優秀學生努力向學，回饋社會。 

│圖書資源│

建立終身學習與閱讀的習慣，豐富我們心靈與智慧的成長。 
完善的圖書設備是充實學識的首要條件，圖書的增購可使本校的圖書資源更加充裕，

建立更完善的圖書資訊服務系統。 

│國際交流與合作│

元智大學積極推動移地教學、海外實習等機會，積極與全球各大學聯結，
簽訂雙學位等學術交流合作，提供學生出國進修的機會，
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管道及搭配國際志工等輔導研習，

讓學生具有全球走透透之國際競爭力。 

│其他│

如有其他捐贈，歡迎聯繫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捐款訊息

捐資

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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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AI中心 共創雙贏局面 
元智成立人工智慧（AI）跨域創新應用中心，結合AI相關學程，
並與遠東旗下各事業體合作，共同培育人工智慧人才。建設「AI
計算力平台」，共創產學雙贏局面。

元智大學與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洽談「Smart RM」專案合作，透過網宇實體資料與個人化
推薦，讓金融理專不僅提供給金字塔客群的獨享服務，更能普及於一般民眾訴求。同時與亞

東醫院合作，運用元智學術能量共同研發長照輔具，導入AI技術開發醫療器材、疾病預測等
醫療技術，加速孕育智慧醫療解決方案與應用場景。

元智AI中心積極建置人工智慧高速運算環境，目前透過泰瑩科技公司採購NVIDIA 
DGX-1及GPU資源管理系統，透過整合式的深度學習軟體堆疊及雲端管理服務，可在數小時
內完成運算，節省時間與金錢的耗費。

元智也將校內既有的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生技醫療及健康照護創新研究中心、

智慧生產與管理創新中心等，結合成AI跨域創新應用中心作為平台，和遠東集團合作，要從
電信、銀行、醫院、百貨零售等，打造各方面的智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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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網築夢 勇往前行
謝謝您加入織網助學計畫，不論是經濟不利的學生，還是學習有

狀況的學生，透過織網的協助，也可展翅高飛。

心懷感恩 自助助人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組 106級 黃○秦 

母親領有視障手冊，上大學後，我加入織網助學計

畫，擔任課輔計畫的助教，我負責協助輔導管院學弟妹們

的微積分與會計學，一方面鼓勵我自己在學業上要更為精

進，另一方面可減經家中經濟重擔。

很感謝織網助學計畫，讓我兼顧學業、分擔家計，希

望能繼續維持成績，畢業後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分擔

媽媽養育我和妹妹的重擔。

更謝謝所有關心學生的善心人士，我將以您們做為模

範，期待自己出社會後也有能力以多元的方式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學子。

謝謝您 讓我專心學習 資訊管理學系 106級 侯○賢 

從南部北上來念書，為減輕父母親的負擔，

我四處打工，努力認真讀書透過好成績來爭取獎學

金或獎助學金。感謝織網助學計畫對學生的關懷，

參與此計畫後，我不需要再把工讀放在第一順位，

可以專心在學業上。目前我的成績排名第五，我會

繼續維持下去並朝更好的學業成績表現。謝謝捐贈

織網助學計畫的捐款人，因為您對我們的在乎，讓

我們找到喘息的空間，可以努力學習。 

有您織網 求學無慮 資源教室(工坊)輔導生-化名王小文 

我是一名血友病的患者，不時需要請假回診，在校時也

要遵照醫囑，按時為自己注射、服藥，為了讓我能無憂學習，

輔導老師時常與我或父母聯繫，也將我身體的狀況告訴授課老

師，在身體不適時盡快提供協助。

謝謝織網助學計畫，課後的個別課輔，能補齊我因病落後

的學業，並鼓勵我專注學習爭取助學金，以減輕因就診帶給家

裡的經濟負擔。 
真的非常感謝學校及織網助學計畫的捐助者，讓我的學習之路更為順暢，資源教室與織

網計畫，不只幫助到我，也希望能幫助更多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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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困境 安心學習
生命最美麗之處，不是路途的青山碧水，而是艱困時，您的即時

幫助。元智學子突遇重大變故時，因獲得各界的協助，能繼續受

教，綻放光彩。 

寒夜的燭光 溫暖我心 管理學院學士班 105級 林○欣 

感謝捐款人，透過無限安心就學方案的協助，

讓我在困境中感受溫暖，能專注學業。母親突然失

業後，家中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哥哥與我都在求

學中，對於還有負債的家庭來說，是相當大的壓

力。雖有打工賺取生活費用，但能力真的有限，家

中突發狀況所產生的經濟壓力，令人茫然。大學入

學後，除了幫忙家計，學業始終不敢鬆懈，為實現

我的夢想。努力地維持學業成績(大一到大三平均
成績為87分、GPA 3.87)、加強語言能力(多益870
分)，參與競賽(遠東商銀×元智大學｜數位創意王
校園競賽第二名、元智大學領才營社會創新提案競賽第二名)，希望優秀表現可以爭取交換
生身分，拓展視野、體驗異國文化，加強我的競爭力。今年，夢想達成，我在法國雷恩商學

院交換中。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傑出表現，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也希望自己有能力幫助其他同

樣需要幫助的人。

感念雪中送炭 創造友善的環境 管理學院學士班 107級 周○吟  

升上大學的這一年，剛滿18歲的我，深知自己
也該為家中龐大的經濟壓力付出一份心力，我開始

半工半讀，常常忙到課業工作兩頭燒。

在大學生活的這段日子，真的很感謝泓格獎助

學金⋯等各方幫助，減少我為打工賺取生活費的壓

力。讓我更有心力專注在課業上，撥出時間參與校

園中的社團和系學會活動。

希望未來我能繼續保持好成績，懷著感恩的

心領取獎助學金，好好運用這些獎助學金來提升自

己，嘗試更多可能受限於經濟狀況而無法參與的活

動，在提升自我的同時，也能幫助他人，將善款的功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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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無私 讓我不再無助 管理學院主修會計 107級 湛○賢  

我是香港僑生，這趟旅程，我由衷感謝每一位幫助

我的貴人。 
來台灣開啟新生活前，家裡接連發生事故，心情

難過無助外，還得想辦法解決經濟的困境，系上主任和

老師給了諸多幫助外，有幸申請「蔡幸真校友捐贈獎學

金」。 
能受領獎學金，讓和家相隔七百公里的我，可以安

心求學，雖沒與蔡幸真學姊見過面，想好好地向您說一

聲：謝謝！謝謝您幫助過這麼多有困難、家庭突遇變故

的學生，讓我們得以穩定心情，不再感到無助，繼續順利完成學業。 
也感謝陪我度過難關的師長，在求學上的不鬆懈，大一下的成績是第一，大二開始，希

望能夠幫助跟我一樣離家求學的僑生，也自願擔任僑生聯誼社的幹部，互相扶持；畢業後，

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成為關懷社會的一份子。 

學習感恩 飲水思源 電機乙 105級 施○宏 

感謝全家清寒獎學金的幫助與肯定，讓我的求學

之路，減輕不少經濟負擔。我父親因外出工作不幸發

生車禍過世，母親受到很大的打擊，想起我們三兄弟年

幼，母親堅強整理情緒，獨自承擔扶養著我們三兄弟。

從國中開始，我便很努力地認真讀書爭取獎學金來貼補

家用。為減輕母親的經濟重擔，我總是全力以赴。因為

我知道家中有經濟上的困難，孩子上私立大學，開銷龐

大，就算可以申請助學貸款，書本、材料及衣食住行也

是不小的負擔，目前唸大四的我正在努力準備研究所考

試，一邊增強自己的語文能力，期許自己能透過語言的能力更上一層樓，以爭取更好的工作

機會，將來出社會後以報答母親含辛茹苦養育我之恩。因為家庭經濟的因素，我受饋於全家

清寒獎學金，因此母親常常叮嚀我：「日後有能力一定也要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要懂

得感恩，飲水思源」，這些話我一直銘記在心，雖然現在能力有限，但我還是要致上我的感

謝。未來，我會帶著和您相同的熱忱，為社會上經濟不利的學生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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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無涯 求知無慮
感謝企業、校友等各界捐款者慷慨捐款設立獎助學金，讓元智學

子求學路上無後顧之憂。讓他們不必為經濟及學費憂心，可專注

學業外，並懂得回饋社會。  

您的肯定 是我學習動力 電機碩 107級 黃○婷 

這一路以來，我不因為自己來自弱勢的家庭而感嘆

自己的境遇，反而覺得我是幸運的，有這麼多的善心人

士默默的幫忙我，感謝您的幫助，我會努力學習。 
從大學開始，一直都靠自己半工半讀，配合起飛計

畫擔任助教賺取工讀金，幫助學習進度落後的同學，讓

我可以放心地專心於學業，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教輔組的

聖幸姊，給予我和其他經濟不利同學們各種幫助。更要

感謝捐贈「有庠獎學金」的善心人士，讓我可以放心地

選擇攻讀碩士學位這條路，我不再因為繼續唸書而產生

的額外開銷傷腦筋。升上碩班後，課業的負擔變重，顧及論文撰寫的品質，能夠輔導同學的

工讀時段也變少。因此，必須更計較日常生活的花費，更要擔心家中的經濟負擔變大。這對

於家境不寬裕卻又想繼續求學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厚實且溫暖的支柱。 

銘感於心 繼續努力 社政系 106級 彭○珩  

在我國小的時候，爸爸住院，在住院的期間我們

獲得了許多人的幫助，因此我立志要成為社工師，只要

我有時間一定到社福機構擔任志工，幫助需要陪伴的長

者。 
在大學的生活裡，我嚴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學習，

讓自己的成績保持在前端，也在課餘時間到各個地方參

與志工服務，從中學習並增加自己的視野。很榮幸獲得

「胡堃金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鼓勵，也因為有這份鼓勵，讓我更專注在學習上，努力

朝著夢想前進。我很開心能在求學期間遇到那麼多貴人給我肯定，我會將您的獎學金謹慎地

運用，成為我編織社工師志向的養分。我很感謝您對我的幫助，這份鼓勵我會銘記在心，並

將之化為前進的動力，在未來，我也期許自己向您看齊，用自己的能力回饋於社會，將這份

愛和鼓勵傳承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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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研究 改善社會 電機碩 107級 林○柔 

謝謝林秋輝學長捐助之「林元慶先生獎學金」肯定

了我的學習成果，讓我更有動力在碩士的研究中。獎學

金帶給我莫大的幫助，真的很感謝您。自小，父親因為

體弱無法就業，為了讓父母安心，我很認真讀書以爭取

獎學金，盡量自理求學所需的費用，念了大學，負擔比

中學時期更沉重，聽過很多學生為了生活經濟的壓力而

放棄學習，但我總相信努力的學習，才有辦法改變家中

的情況。

我很感念這份獎學金的心意，更加努力鑽研學習，近期的研究主要為探討情緒、個性，

以及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持續發想創新的概念，研發出對社會有益處的軟體，

可以回饋社會，幫助更多人。 

您的慷慨 是我求知的能量 管理學院學士班 106級 朱○菁 

我是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學生，弟弟還需要照顧，

隨著年紀增長愈心疼母親的辛苦，媽媽獨自一人扛著家

計，為了減輕她的負擔，上了大學後我開始自給自足，

學校的訓練紮實，課業繁重，減少了許多我去外面打

工的時間，雖然學業上有了收穫，但仍然掛念家中的需

要。能申請施景彬先生提供的獎學金，緩減我的經濟壓

力，更能專注在求知，成績表現比起以往理想，感謝施

先生的慷慨，您幫助的不單單是面臨經濟壓力的我，而

是幫助一整個家庭，讓我們充滿溫暖與正能量，心懷感

激，剩下的大學生活，我還是會努力的學習，讓自己在未來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靠著我所

學的在社會上也能幫助更多的人。謝謝每一位願立獎學金、協助學生的善心人士，讓我們可

以無後顧之憂而能專注在學業上。

珍惜肯定 回饋社會 社政系 106級 江○儀  

父母都是藍領階級，對我的教育一點都不馬虎，因

此升上大學的我盡可能把書讀好，期望自己能透過教育

可以讓父母親不再辛勞，並成為自己心目中理想中的樣

子，幫助別人帶給社會溫暖。 
謝謝楊明德先生獎學金，這筆獎學金讓我能利用時

間參與不同活動，不再汲汲營營賺取生活費，有時間可

以準備研究所考試，並朝成為諮商輔導老師的路邁進，

幫助心靈需要協助的每一位朋友。 
感謝楊明德先生對教育的注重，我會珍惜這份肯

定，更努力的表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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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U GIVING REPORT 2019│Thank You!

桃花工作營 / 關懷社區
校園獲取珍貴的知識，除了觸動創作靈感外，最終回歸到人文關

懷，藝設系的學子每年將此付諸實踐，透過對社區的理解與關

心，用藝術的方式結合在地文化與社區互動，一景一物融入創

作，讓每年春季的內壢里更加多彩。  

感謝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協助推動「深耕藝術教育及培育新世代AI數位跨域人才」計
畫。 

元智大學藝設系每逢春季，師生將原本老舊的社區注入新的樣貌與活力。 
內壢里開發的早，從其舊有的樣貌可以發現過往的多元性與時代感，由於社區老舊，年

輕人口外移，當地居民皆為老弱長者，元智藝設系的師生與當地里長溝通，希望活化內壢社

區的生命力，注入年輕元素與想法，創生不同的社區價值與藝術景觀。 
學生透過工作營，開啟與社區的對話，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設計大師以分組的方式帶領

學生，分享自己的專業，不同的文化思維、不同的洞察力，激發學生創作的泉源，帶領學生

一同創作，激盪出精彩的火花。 
桃花工作營可以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國際性藝術家團隊，不僅可拓展學生的國際觀，更讓

同學從中有更深刻的學習，也營造社區與校園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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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訊息

★郵政劃撥
郵政劃撥帳號：「19461195」 
戶名：「財團法人元智大學教育資源發展基金委員會」

★銀行ATM轉帳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代碼：805
桃園分行：8050045
戶名：元智大學

帳號：004-001-00019028
註明捐款者姓名、轉出之帳號、捐款金額及捐贈用途。

★支票或匯票

抬頭請寫「元智大學」，

寄至「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收
（請隨函附上聯絡方式及捐款用途）

★信用卡捐贈 請填寫「元智大學捐款單」後回傳。             捐款單QR Code

★現金
直接送至「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或洽詢03-4638800分機2317、2214、2215

│節稅說明│

依我國現行稅法規定，個人對教育機構捐款可享受減免稅捐獎勵，對已依相關法令

登記或立案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以所得總額20％為限。
透過教育部主導與國內三大私教團體共同籌資成立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捐款私立學校，個人捐款抵稅額度將由現行的20％提高至50％；企業捐款抵稅則
由10％提高至25％。

│捐贈私校抵稅之相關規定│

捐贈方式 捐贈對象 抵稅說明

直接捐贈學校
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 × 20%

企業 營利所得總額 × 10%

透過私校興學基金

會指定元智大學

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 × 50%

企業 營利所得總額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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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7學年度捐款人

力翰科學教育集團•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潤法律事務所•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文○翔• 

文創技研有限公司• 

王    ○• 

王○平• 

王○清• 

王○賓• 

王○儀• 

丘○泰• 

卡里亞里庭園餐廳•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如皇企業有限公司• 

有所本創作有限公司• 

百福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佑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彬• 

胡○先• 

范○振• 

唐○羚• 

孫○明• 

徐○良• 

徐○東• 

徐○興• 

桃園縣基督恩惠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余○毅• 

吳○華• 

吳○源• 

李○娜• 

李○益• 

李○傑• 

李○萱• 

沈○傑• 

迅得機械(股)公司•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易發精機(股)公司• 

林○伶• 

林○貴• 

林○輝• 

林○燕• 

邱○庭•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姜○成• 

Garena 新加坡商競舞電競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依個資保護規定，姓名以隱匿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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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個資保護規定，姓名以隱匿呈現。

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7學年度捐款人

張○松• 

曹○文• 

梁○千• 

許○智• 

許○閣• 

連○欽• 

陳○成• 

陳○傑• 

陳○華• 

陳○萱• 

陶○偉• 

陸○祖• 

凱信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蓋亞資訊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劉○伶• 

劉○輝• 

蔡○真• 

蔡○榮• 

鄭○城• 

黎○淵• 

翰澤有限公司• 

賴○芳• 

賴○瑞• 

謝○傑• 

彭○霖• 

華視文教基金會• 

萊可仕• 

開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 

黃○銘•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派印亞太諮詢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楊○杰• 

楊○欣• 

楊○淵• 

臺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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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個資保護規定，姓名以隱匿呈現。

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青• 

王○賓 • 

王○儀• 

丘○泰• 

卡利亞里庭園咖啡廳• 

立宸企業社•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如皇企業有限公司 • 

余○星• 

李○娜• 

李○益• 

李○輝• 

沈○傑• 

林○貴• 

林○輝 • 

邱○德•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長慶專業快速剪髮• 

陳○貞• 

陳○卿• 

陳○華• 

陳○雄• 

陶○偉• 

彭○霖• 

開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黃    ○• 

楊○欣• 

楊○淵• 

葉○廸• 

遠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劉○志• 

劉○幸• 

劉○輝• 

鑫淼教育基金會• 

 董• ○紅

信統電產股份有限公司• 

施○彬• 

胡○先• 

范○振• 

孫○正• 

徐○東• 

徐○蓉• 

徐○興• 

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明倫主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 

張○松• 

淡江大學桃友會• 

許○晶• 

郭○華• 

陳○正• 

One Asia Foundation(亞洲共同體基金會)• 

108學年度捐款人(108.08.01~1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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