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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元智好朋友，您好：

很榮幸接任元智大學第六任校長。

元智大學創校以來，受到各界的支持與協助，培育

許多優秀人才，在全體師生的努力耕耘下，推動多項具

特色的創新計畫，廣受各界肯定，建立良好名聲。

元智以工學院起家，創校邁入第33年，元智向以
資通訊聞名，因應人工智慧的崛起，建構智慧校園。元

智秉持誠、勤、樸、慎的校訓，認真辦學，未來將透過

提升學校聲望，延攬留任優秀師資，加強與整合國際交

流，培育符合新時代的優秀人才，使學生具備人文素

養、國際移動力及跨域學習力。同時，學校目前積極籌

設醫護學院，朝全方位的綜合大學發展，正是再次提升

與發展的契機。

在後疫情時代，整個經濟與生活模式，進入新常態，很多經濟或活動都改以數位形式

進行。疫情期間，對於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回來上課的外籍生、陸生及僑生等，以數位視訊教

學，結合實體教學，進行零距離無障礙的創新教學環境；推廣志工活動進入國內社區、養老

院或是偏鄉部落服務，元智志工團隊持續關懷服務，將愛散播給社會。

近年來，因政府教育資源有限，大學需自籌更多經費，元智渥蒙各位熱心教育的企業、

善心人士慷慨解囊，捐款充實教育資源，贊助學術、社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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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意義非凡。於此，特別獻上萬分謝意與敬意，感謝

您對於教育的熱忱與關心，並邀請您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協助經濟不利或是需要受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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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企業以及社會人士的支持與資源的投入，少子化時代來臨，

元智大學將面臨更多挑戰，期盼您繼續給予我們力量，讓元智的腳步更堅定，持續精進辦

學。您的支持是我們進步最大的動力！

敬祝

褔虎生風、事業興隆

闔家平安順利 

校長

      敬啟
                                                        2022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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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各行各業進入新常態，很多經濟活動、學校課程都改成數位化，元

智大學結合數位與跨領域的創新思維，引領學生創造性思考，培養解決社會及產業問

題的能力，同時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實現社會責任，讓關懷不因距離而減少；透

過校友及各界提供的資源，學生才得以創造屬於自己的時代。

教育  Education

● 實作教育　引領學生創造性思考

因應時代需要元智大學全校皆必修程式

語言課程，並為各系量身訂作課程，為學生奠

定數位力的基石。透過多元的微學分課程，舉

辦創客、VR/AR、App與大數據分析等相關競
賽，激發學生創意，培養跨域實作、團隊合作

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

跨領域推動創新 實作教育培養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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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際移動力與公共參與力

元智為營造雙語的學習環境，各學

院都設立英語專班，全英語課程外，積極

招收國際學生，並與超過200所世界名校
合作交換生、雙聯學位，包括澳洲昆士蘭

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等，各院系也都

有海外移地教學，帶學生到義大利波隆那

大學等名校跨國學習。透過課程與社團學

習，讓學生走出校園參與公共事務，例如

學生社團到國小課輔，協助數位化發展，

推動社區資訊教育等，落實大學社會責

任。

● 雙語環境

人才培育的推手

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之合作，以及公共

事務的推動，皆需依靠社會各界產官學賢

達的協助與支持，鼓勵學生走出校園，積

極參與各項活動與比賽，扎實基本功，如

同樹木成紙，從蒸煮、打漿淬鍊成品，皆

須一步一腳印，毫不含糊。

● 特色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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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元智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帶領社團，包括新世紀領袖、機器人研究社、攝影

社、烏克麗麗等社團，以及來自哥倫比亞、聖文森、泰國及越南等外籍生，組成20人偏
鄉服務列車，利用雙十連假進入偏鄉部落推廣AI資訊教育及國際教
育，與部落長老與村民歡度國慶。

本次服務列車包含VR虛擬實境體驗和機器人操
作課程等資訊教育，以及多元文化國際教

育；參與者年齡層遍及9歲到94歲，透過
世代共學和豐富有趣的課程，讓大家

滿載而歸。從融入虛擬實境時的忘

我表情、操控機器人時的驚呼和讚

嘆，與外籍生共舞的歡樂笑聲，不

但肯定了此次活動的價值，也讓參

與者深刻感受到元智師生的熱情與

活力。

服務  Service
│YZU GIVING REPORT 2021│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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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課外組艾妲義工與社區大學合作，舉

辦銀髮科學營，在活動中教長輩們如何運用手機

軟體尋找九項地標，拍照打卡，完成導航闖關任

務。同時造訪科學工藝館，透過互動裝置，學習

科技的演進。 

高齡80歲的簡文一老先生，已參加兩屆元智
艾妲世代科學營。簡老先生說自己的長孫也大四

了，能夠跟年輕學生走出社區一起學習，仿佛跟

著孫子們出遊，自己也年輕了起來。營隊成員秦

美惠已退休兩年，她說元智學生除了耐心地講解

手機地圖功能，還教她如何用手機軟體拍出有趣

的照片，同學的服務熱忱令她相當感動。

艾妲銀髮科學營不只為長輩們打開科技大

門，縮減世代數位落差；也讓同學們從長輩們豐

富的人生故事中，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創造跨

世代的對話。

偏鄉數位 世代共學

元智新世紀領袖團隊將先進的資訊科

技帶進花蓮偏鄉地區，部落各項資源相較

城市不足，青年人口多已外移，在地的年

長者居多，新世紀領袖的學生善用所學，

以多元課程及創新服務等方式，結合科技

將數位資訊帶進偏遠部落，帶動偏鄉發

展。

元智也成立快樂學習營，以學習、服

務為團隊主軸，至桃園市大園區協助經濟

及文化不利的學生課業輔導，每周一堂的

課輔活動解決學生的疑難問題。

元智大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

務、關心社會議題，讓學生走出學術的

象牙塔，不僅為世代共學肩負起社會的責

任，成為世界的公民，更開創自己有價值

的人生。

艾妲銀髮科學營／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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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山海工作營 / 關懷社區
元智學子從校園獲取珍貴的知識　結合藝術與數位科技

培養創意思考　翻轉城市樣貌　

台灣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扁平化，「地方」的消失成為了最大的危

機，面對生活、文化和美學在地方的消逝，使得地方的個性與特色不再鮮明

活躍，只剩面目模糊的城鄉輪廓，學生走入社區，嘗試理解地方文化並與居

民互動，利用地方收集來的元素及素材，建構人文關懷的對話空間。

●  拍攝菜市場一系列的照片，透過投影及翻轉的
效果，感受市場的變化。

●  一根根乘載內壢里故事的試管，透過光影與聲音的變化，
改善狹小巷弄的負面印象。

●   以竹子及木頭編織交匯，呈現生命不息的內壢
里。

每到三、四月桃花盛開的季節，一場盛大活動—桃花工作營—如火如

茶地展開。身處桃園的我們，擁抱著桃花的華美意象與馥郁芬芳，元智藝

設系的學子透過不同的作品，在內壢里的每個角落與居民對話，宛如桃花

隨風承載著地方的故事，傳遞著生活的芬芳。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希望能

重現屬於台灣地方的生活、文化和美

學，自2010年在內壢里成立桃花工作
營，走入「地方」，和居民一起生活

與學習，推動地方創生。

桃花工作營 走入「地方」一起生活

※圖文提供 | 桃花工作營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山海工作營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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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劇院到柑仔店的蘭屋，刻畫了罾仔寮從前的模樣，呈現台灣地方的故事。

基隆市政府和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合作在基隆港邊罾仔寮山頂

太平國小舉辦的城市美學實驗。

山海工作營已邁入第六年，從駐地的研究、社區居民訪談開始，

並透過由國內外建築師、藝術家與基隆學子、社區居民、太平國小學

生師生的攜手合作，進行多場以「空間再生」、「社區藝術共創」、

「山海小市集」為主軸的工作營活動，建立一條屬於太平社區的「上

山的路，回家的路。」藉此開啟山城與海港的連結，找出社區創生的

可能性，建立基隆在地的生活美學。

以合作、參與　取代指導、介入

●  將社區的一隅改造成居民與遊客駐足休息的空間

●  元智學子在311週年前將帽T短
T和山海獸帆布袋送往日本福
島慰勉受災的小朋友，獲得日

本全國性的新聞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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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網助學  減輕經濟重擔

在我小的時候，家裡生活過得比較辛苦，父母親的學歷並不高，他們只

能從事粗重的勞力工作，以支持家裡的經濟，即使工作再辛苦也毫無怨言，

努力賺取我和姐姐的學費及生活費，希望讓我們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上了

大學以後，學費比高中多了許多，更是超出了家裡的經濟負荷，只能先申請

就學貸款以減緩父母的壓力，幸而獲得了織網助學計畫的補助，讓我減少

了在外打工的時間，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學校研習活動，提升自己的專業及實

力！

非常感謝「織網助學計畫」的長期贊助與支持，這筆助學金不僅督促我

在課業上的學習，也使我有能力去追逐夢想，希望在畢業後能學以致用，回

饋社會，也能讓父母放下重擔，不用再為家計而辛苦。

資管系109級 張同學 

感謝您伸出援手　照亮我們的路
感謝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以及元智校友捐助織網助學計畫

協助經濟不利的學生在學業上無後顧之憂    可以安心學習

感謝  Appreciation
│YZU GIVING REPORT 2021│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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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學，雖然讀了想讀的科系，但在設

計的這條路，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為了在創

作上有更大的進步，我一直糾結是否去打工以

賺取費用，家人卻擔心減少學習的時間，會使

課業受到影響。後來因緣際會獲得「臻鼎科技

獎助學金」，因為這筆獎學金，先前關於打工

的問題迎刃而解，這不僅僅是金錢上的幫助，

也是我未來發展的支柱。

感謝臻鼎科技提供的獎助學金，讓我在大

學期間能更專注在設計上，對於收入原本就不

高的家庭來說，這是我前進夢想最大的助力。

希望未來能在平面設計上有傑出的表現，闖出

自己的一片天，也希望未來能成為有能力幫助

別人的人！

資傳系 109級 吳同學

前進夢想最大的助力

我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家裡的經濟狀況一直不

太好，我和弟弟的生活支出全依靠母親一人微薄的薪水撐

起，所以從高中開始，我就需要半工半讀，穩定地打工貼補

家用；大學期間也因為經濟的因素，下課後的時間基本上都

在打工，所以能申請到織網的助學金，幫我度過許多艱難的

時刻，讓我能減少工讀的時間，同時也能把精力投資在課業

上。

快畢業前，因為畢業製作的關係，很需要錢也很需要時

間，有了這筆獎助學金，讓我減輕不少經濟上的壓力，讓我

能投入心力在所學。由衷感謝贊助織網助學計畫的企業及學

長姐，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了我一把。也許對您們來說只是

舉手之勞，但對於像我這種一直需要為了錢苦惱，被錢追著

跑的人來說，真的是帶來莫大的幫助，非常感謝！

資傳系 106級 劉采綺

適時的援手 如同荒漠之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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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財團法人鑫淼教育基金會」提供的清

寒學生獎助學金，此筆獎學金對我來說意義莫大，幫

助我的家庭渡過低潮及難關。

一直以來，爸媽都有著龐大的經濟壓力，因為媽

媽身體不好，有重大傷病及領有重度殘障手冊，常常

需要回醫院檢查，所以無法工作；爸爸是新住民，識

得的中文並不多，目前在工廠領著微薄的收入，而全

家的經濟來源全壓在爸爸一人身上。

我跟妹妹目前都北上讀書，家中的支出也變得沉

重，幸而有這筆獎學金可以減輕爸媽經濟上的壓力，

讓我不用擔心三餐溫飽的問題，我會好好運用此筆獎

學金，未來我也會幫助需要的人，把這份善意傳遞出

去。最後再次感謝財團法人鑫淼教育基金會的幫助。

財會碩 110級 黃同學

飲水思源 學會感恩

從小我的家境就不富裕，一家四口的經濟來源全依靠父親一人，對父親的印象是半夜三點起

床送報紙，接著早上七點從建材行送建材至各地，一個人擔起我和雙胞胎弟弟三人的生活開銷與

學費，想為辛苦父親分擔的想法，使我從小就想趕快長大，替父親扛起家裡的重擔。

大學後我一邊打工一邊兼顧課業，

為了不讓生活都在打工中度過，我積極地

尋找能夠申請的獎助學金。一開始是透過

學校的公告得知清寒獎助學金，當時我很

擔心自己無法獲得這個機會，畢竟辛苦的

人有太多太多，但是學校不吝於幫助我，

讓我能更專注於學業，同時也慶幸自己沒

有辜負這份希冀，透過努力讀書考上系排

總成績第一。希望未來我能夠繼續維持下

去，突破自己，帶著感恩的心努力生活，

幫助他人。

應外系 107級 江同學

心懷感恩 自助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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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感激「應雲岡先生紀念基金會」所給予我的

協助與支持，若不是有您們的雪中送炭，現在必定不

會有能夠安心就學的我。

一場疫情打亂了世界的秩序，也破壞了許多家

庭原本的安寧與和樂，高齡九十二歲的奶奶因為本身

糖尿病的逐漸惡化，雙腳幾乎腫脹成原本的兩倍大，

為了能全天候照顧行動不便的奶奶，媽媽只得辭去原

本的工作在家照顧奶奶，因此在疫情尚未蔓延之際，

家中的經濟重擔皆由開計程車的爸爸一肩扛起，再加

上我假日打工的微薄薪水勉強使得收支可以打平，但

突如其來的疫情風暴，使得每個人皆人心惶惶，減少

出門次數，改採居家辦公的新生活模式，也間接使爸

爸的收入大幅銳減，再加上我自己大三的課業逐漸繁

忙，除了要提升學校成績外，還得一邊準備明年的研

究所考試，在如此地分身乏術下，為了家計我只能咬

牙硬撐。但這筆獎助學金讓我在人生極困頓無助的當

下，看見了一盞明燈，有如一場及時雨的幫助，讓我

能暫時不用擔心家中的開銷及奶奶的醫藥費，可以無

後顧之憂地上課學習。

再次感謝應雲岡先生基金會的及時幫助，讓我明

白原來人間處處有溫暖，雖然彼此互不認識，但這筆

恩情我將銘記於心中，未來我也必定會發揮所長、回

饋社會，以幫助更多的人，將基金會的初衷與精神傳

承下去！

管理學院學士班 107級 林湘軒

離鄉背井在桃園讀書，需要額外支

出教育費、住宿費及交通費，使我備感

壓力，雖然平時有在打工賺取生活費，

但是課業太繁忙，無法同時兼顧太多工

作，所以很感謝鑫淼教育基金會提供的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減輕我生活上的難

題，讓我能夠專注於學業上。

同時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不只

專注於學業，我也參與不少專題研究與

競賽（創新創業競賽冠軍、GiCS第1屆
尋找資安女婕思競賽第二名、法遵特別

獎），透過參與這些活動，能學習到更

多專業的知識，拓展視野，相信能將所

學轉化為寶貴的經驗，增加自身的競爭

力，並應用在未來的職場上。

為了在未來有更優秀的表現，發揮

自身的能力，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因

此不斷努力地充實自己，希望未來能有

能力去幫助別人，讓他們也能有良好的

學習環境，實現自身的夢想。

資工系 107級 陳同學

銘感於心 回饋社會

您的肯定 是我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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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感恩茶會
感謝元智師生對外參加各式競賽　挹注心力　培育人才

感恩茶會2021年12月29日於元智有庠
廳舉辦，場面熱絡溫馨。感謝過去一年來校

內師生對外參賽得獎優異的表現外，並邀請

捐資興學捐款十萬元以上之校友及教職員參

加，依「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申請教

育部之獎狀，由校長親自頒發。

感謝校友及教職同仁對於教育長期的關

心與支持，校友在職場上提供許多實習的機

會，在職涯上提攜學弟妹，讓優秀的學弟妹

畢業後，直接進入企業任職，達成產學合作

雙贏的結果。

● 獲獎同學上台授獎

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第2條捐資累計新台幣十萬元以上，頒給獎狀；

捐資累計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頒給銀質獎牌；

捐資累計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頒給金質獎牌；

捐資累計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頒給水晶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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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同演一齣戲　若將生命當成一場禮讚　無私的給與　

將是何等的值得與喜悅　

感謝您長期投注教育資源　當學子努力翱翔　勇敢追夢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他們前行的最大力量　

│無限安心專案│

近年因應大環境因素所致，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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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有失學之虞的學生安心就學，協助安排校內免費住宿，補助金、學雜費減免等措施，

以減輕其經濟壓力。 
 

│急難救助助學金│

結合校園及社會各界力量，對於有心向學，卻無力負擔學費或遭遇急難事件（重傷、重病就

醫）之元智學子，予以適當實質的經濟協助。針對無力負擔學費之學生提供助學金援助，以助

其順利完成學業；遭遇急難事件學生提供急難救助金，以減輕其經濟負擔。

│獎助學金│

鼓勵學生積極認真向學，完善發展品格與學業，以成績為評核基準，優秀學生可申請獎助學

金，減輕學雜費及生活負擔，持續為未來努力。許多獎助學金是教師與校友等感念元智栽培而

提攜後輩，或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培育專業人才為社會所用，因此提供各類獎助學金扶助有

需求的學子，讓其未來同樣有回饋社會的機會。

│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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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支

持協助建構更多圖書及電子資源，豐富完善圖書資訊系統，充實學子的學識與心靈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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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各大學連結簽訂雙學位等學術交流合

作，提供學生出國進修機會，並透過多元學習管道與搭配國際志工等輔導研習，讓學生具備與

全球競爭的國際視野及能力。

│其他│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發展就業軟實力及職場競爭力、提升專業技能知識能力。元智大學推

動各項自主學習課程、學術交流研討會與社會服務等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生社團活動及

各項體育賽事，拓展多元視野及公共參與力，期盼您支持各項活動與社團，藉由正面意義的社

團活動，平衡學生身心發展與自我成長，培養專業素養與放眼未來的機會。

捐款訊息

捐資

興學 

│YZU GIVING REPORT 2021│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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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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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ZU GIVING REPORT 2021│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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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8學年度捐款人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王○青• 

王○賓 • 

王○儀• 

丘○泰• 

余○星• 

李○娜• 

李○益• 

李○輝• 

林○貴• 

林○輝 • 

施○彬• 

胡○先• 

范○振• 

孫○正• 

徐○東• 

徐○蓉• 

徐○興• 

許○晶• 

沈○傑• 

邱○德• 

陳○雄• 

董○紅• 

蔡○雄• 

鄭○玉• 

立宸企業社• 

淡江大學桃友會• 

鑫淼教育基金會• 

如皇企業有限公司• 

長慶專業快速剪髮• 

卡利亞里庭園咖啡廳• 

開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遠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信統電產股份有限公司• 

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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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sia Foundation(亞洲共同體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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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華• 

陳○貞• 

陳○卿• 

陳○華• 

陶○偉• 

彭○霖• 

黃    ○• 

楊○欣• 

葉○廸• 

劉○志• 

劉○幸• 

劉○輝• 

蔡○真• 

鄧○宏• 

鄭○杰• 

鄭○城• 

賴○端• 

藍○堃• 

張○松• 

陳○正• 

楊○淵• 

劉○傑• 

│YZU GIVING REPORT 2021│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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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109學年度捐款人

文○翔• 

王○青• 

王○賓• 

王○玲• 

王○儀• 

丘○泰• 

江○德• 

江○瑜• 

何○恩• 

余○剛• 

余○星• 

吳○箴• 

吳○淞• 

巫○琪• 

李○益• 

李○芬• 

李○娜• 

沈○傑• 

沈    ○• 

林○敏• 

林○麗• 

林○雯• 

林○輝• 

林○萍• 

邱○因• 

姚○凌• 

姜○成• 

施○彬• 

洪○明• 

胡○先• 

孫○正• 

徐○毅• 

賴○瑞• 

戴○維• 

鍾○智• 

藍○偉• 

譚○琪• 

卡利亞里• 

小木屋簡餐• 

拓比有限公司• 

家樂福內壢店• 

翰澤有限公司• 

華視文教基金會• 

大山儀器有限公司• 

大裕儀器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淡江大學桃園校友會•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偉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 

鼎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豪翌廣告材料有限公司• 

遠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德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徐○東• 

徐○陽• 

徐○興• 

張○松• 

梁○千• 

連○欽• 

郭○華• 

陳○豪• 

陳○正• 

陳○傑• 

陶○偉• 

陸○祖• 

傅○中• 

彭○霖• 

游○相• 

游○乾• 

馮○卿• 

黃○芬• 

黃○傳• 

楊○淵• 

楊○欣• 

董○紅• 

廖○芳• 

廖○任• 

劉○傑• 

蔡○哲• 

蔡○賢• 

鄧○恩• 

鄧○宏• 

鄭○慧• 

鄭○城• 

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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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109學年度捐款人

110學年度捐款人 (統計時間110.08.01-110.12.31)

鵬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鑫淼教育基金會• 

魚多利寵物事業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旭申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博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精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滿意餐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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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內壢分公司• 

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王○賓• 

王○穎• 

李○豪• 

李○益• 

李○娜• 

沈○傑• 

林○民• 

林○輝• 

林○維• 

邱○因• 

施○彬• 

徐○東• 

張○華• 

張○松• 

梁○嘉• 

陳○廷• 

楊○淵• 

劉○傑• 

蔡○真• 

鄧○恩• 

鄭○生• 

卡利亞里簡餐• 

睿成科技有限公司• 

蓋亞資訊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鵬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鑫淼教育基金會• 

立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開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金滿意餐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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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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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an impact today

and help YZU transform the way people

think and do things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ervice.

謝謝您對元智大學的長期支持

相關捐款訊息請上

https://www.yzu.edu.tw/donation/

或請與我們聯繫。

│聯絡方式│

TEL: +886-3-4638800 ext.2317

FAX: +886-3-4637488

Email: proffice@saturn.yzu.edu.tw

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 元智大學教育資源發展基金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