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愛的元智好朋友，您好：  

過去一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籠罩，大家都生活的非常辛苦，各國疫情嚴峻，許多國家都面

臨封城、商店關閉等現象。台灣在這波疫情當中，因為超前部署，疫情控制得當，我們還可

以出門逛街、購物、聚餐，甚至在國內旅遊，除了感謝全民的配合防疫外，更要感謝防疫指

揮中心及相關醫護人員等之辛勞付出，我們才有安全健康的生活。

　　

元智大學以工學院起家，創校邁入第32 年，元智向以資通訊聞名，因應人工智慧的崛
起，全面實施新雙語課程，在106學年首創全校必修程式語言課程。在後疫情時代，整個經
濟與生活模式，進入新常態(The New Norm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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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則以數位遠距教

學，代替實體教學；國際志工活動暫時無法出國，改以在國內、養老院或是偏鄉部落服務，

讓元智志工團隊可以繼續關懷服務，將愛散播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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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

培育許多優秀人才，校友在社會上表現備受肯定。近幾年元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對

於經濟不利及學習弱勢的學生給予特別的補助與輔導，讓他們可以繼續受教，不致輸在起跑

點。 
    
同時，近年因大環境因素，許多學生家庭突遭變故或是發生急難事件，為讓這樣的學生

可以安心就學，元智也提供無限安心專案及急難救助金，各種獎助學金等方案，幫助需要的

學生減輕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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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人士慷慨解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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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誠摯邀請您繼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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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校長    

                                                 敬啟
                                                                          2020年12月

感謝您長期投注教育資源　充實學子良好的就學環境

當他們努力翱翔　勇敢追夢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他們前行的最大力量

│織網助學計畫│

學校每年約有六、七百名經濟困難、學習障礙之學生，織網助學計畫為陷於困境、經濟不利

的學生提供補助與輔導。為讓學子有平等受教機會，透過計畫以學習取代工讀，由生活面、

學業面、職涯面等提供補助或輔導。希冀您給予的溫暖與關懷，讓每個需要幫助的孩子在充

足的教育資源中，勇敢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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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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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達人士感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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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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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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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

動，拓展多元視野及公共參與力。期盼您支持各項活動與社團，讓學子擁有精進專業素養與放

眼未來的機會。 

捐款訊息

捐資

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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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2020聖誕感恩茶會12月23日於元智有庠聽舉
辦，場面熱絡溫馨。感謝一年來校內師生對外參賽得獎優

異的表現外，今年特別邀請捐資興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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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部之獎狀或獎牌，由校長吳志揚親自頒發。

管理學院校友葉廼迪捐

款百萬以上獲頒教育部銀質

獎牌，其他捐款者頒贈教育

部部長獎狀，以茲感謝。

校長感謝校友及教職同仁對於教育長期的關心與支持，

校友在職場上也提供許多學生實習的機會，在職涯上提攜學

弟妹，讓整個產業人力資源更加活絡有競爭力，促進國家整

體經濟的發展。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元智大學　感恩茶會 

管理學院學士班 107級 翁同學 

感謝織網助學計畫捐贈者，讓我可以有獎助學金

支撐生活費用。由於父母收入不穩定，當時的我感到

非常焦慮很想趕快賺錢，讓父母可以不用成天煩惱經

濟問題。

現在有了助學金，我可以全力專心在課業上，並

且參加學校的服務性社團，到偏鄉國中做教學服務，

一方面增加自己的服務經驗，另一方面回饋社會，我

希望有能力可以協助更多人，一起帶領這個社會變得

更溫暖。

工管系 108級 李同學 

非常感謝織網助學計畫捐款者的協助，這筆獎助學金讓我在求學階段減輕不少經濟壓

力。受幫助後激發我想多接觸不同事物的心態，之前的環境讓我對於主動報名講座活動感到

害怕怯步，也對學校固定的演講主題感到些煩悶不感興趣，但參與計畫後，我發現講座內容

都很豐富有趣，從生活到對未來的規劃都有，講師也極具專業性，讓我開始關注每次釋出的

講座消息。

感謝織網助學計畫的捐款者讓我開始喜歡接觸多元事物，開闊視野，不管在心態還是生

活品質都有所提升。謝謝織網助學計畫使我成長改變，期許未來我能帶著這份愛，繼續回饋

社會。 

資管系 106級 邱同學

回想當初，父親去世的早，所以母親必須要一個人撐

起我們姊妹三人的學費和生活費，大學的學費又是高中的

好幾倍，因此當時還害怕自己在外面打工的錢不夠自己付

學費，也無法幫家裡分擔生計；現在有獎助學金的溫暖幫

助，照亮我前方的道路，同時也減輕家裡的負擔。

我很感謝捐助織網助學計畫獎助學金的捐款者，有了

您的幫助，讓我可以沒有經濟壓力的去學習，還能在大學

期間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跳出舒適圈、拓展視野。

我期望自己未來也能透過自己的一份力，讓母親不再

為了我、姐姐和妹妹辛苦奔波，成為心中理想的樣子，且

將來如果再遇到與我一樣生活需要幫助者，希望也能成為帶給他人溫暖的人。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織網共築 逐夢踏實
我們堅持不放棄任何一位學子求知學習的機會　感謝支持織網助學計畫

為經濟或學習不利的學生提供協助　讓他們可以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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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學士班 107級 湛同學

我是一位香港僑生，由於家裡突如其來的事故，

導致家中經濟陷入困境，但我不想放棄學業，後來得

到系主任和佳綺老師的幫助，推薦我申請「蔡幸真校

友捐贈獎學金」。

能受領獎學金對我來說是一場及時雨，讓我的

經濟暫時得到舒緩，離家相隔七百公里的我，不再徬

徨，可以安心求學。我想和蔡幸真學姊說聲感謝，即

便沒有和學姊接觸過，她協助家裡經濟有困難、家庭

突遇變故的學生，能夠穩定心情，順利完成學業。我

努力扮演好學生的角色，感謝來陪我度過難關的師

長、獎學金的捐贈人士。我在求學上的不鬆懈，有好

的成績表現。目前規劃申請元智大學的五年一貫，期望能順利完成碩士課程，畢業後，能在

台灣找工作繼而定居，回饋台灣這片土地。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107級 莊同學

在馬國求學時期，我挺著家人的質問與反對，毅然

選讀文科依靠自己賺取學雜費，熬過兩年的學院生涯。

後來，我面臨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學校之間，做出雙聯制

的升學抉擇下，最後選師資充沛、具有國際化的視野、

提供獎學金的臺灣元智大學就讀。無論在元智大學兩年

或研究所，這筆「外籍學生獎學金」，給予我前進夢想

的最大助力。

由衷感謝贊助者所提供「外籍學生獎學金」及生活

津貼補助減輕我的經濟負擔與生活壓力，能夠專心於學

術研究，並榮獲元智大學108年度「學業優良獎章」，
同時涉及各不同領域的知識，開拓更為廣大的世界觀。

期許自己學好韓語和程式語言，將自身所學的整理、校勘古蹟文獻的專業能力，運用在

尚未梳理而龐大的韓國漢學文獻。希望有日能彙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的重要漢籍

文獻將其數位化並和相關人士合作建立「古籍集成文獻資料庫」，以便學者查詢文獻，促進

各地漢文化圈的文化交流。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無畏無懼 破繭成蝶
生命之所以美麗可貴　是因為人與人的相遇及相助

各界的協助就像黑暗中的燈塔　點亮前行者的光亮

電機博甲 107級 陳同學

感謝「有庠獎助學金」在我就讀博士班的期間，給予我

經濟上的幫助，讓我不用擔心因為讀博士班的年限較長，而

帶給家裡負擔，讓我可以更專注地研究博士班的題目。

大四的時候，專題老師認為我在IC設計這個領域有不錯
的能力，問了我要不要逕讀博士班，雖然我自己對這個領域

也滿有興趣的，不過考量到家裡的經濟因素、弟弟也正逢上

大學，擔心讀博士班會給父母親造成負擔，一度想要打消這

個念頭，感謝「有庠獎助學金」，讓我重新鼓起勇氣，接受

這個挑戰。

為了快速精進自己的能力，我從大四開始就進入老師的研究室，除了開始研究博士班的

題目外，也積極參與競賽（旺宏金矽獎銀獎、TSRI特優設計獎、台積電前瞻佈局大賽第三
名），期間也有投稿了幾篇國外有名的研討會，並且獲得刊登ESSCIRC、ISSCC。期許在接
下來的博士班期間，能夠有更傑出的表現，也希望將來有成就後，貢獻一己之力，幫助其他

元智優秀的學弟妹。

工管系 107級 劉同學

由衷感謝「應雲岡先生紀念基金會」給予的獎助學金，

幫助我的家庭渡過低潮，因為家裡擺路邊攤經濟狀況十分不

穩定，又剛好碰到疫情風波，更是雪上加霜，而爸爸的身

體狀況由甲狀腺風暴到罹患口腔癌，健康及經濟狀況每況愈

下，收入不穩定加上昂貴的醫療費用，將家裡的重擔都壓在

媽媽身上，那陣子我每個禮拜都搭5小時的車回山上，只怕媽
媽自己一個人太累。

在學校擔心的心情總是懸在心頭，即使打工賺到的錢不

多，還是堅持把錢存下來拿回家，上大學到現在三年，最感

動的是可以透過努力讀書去申請獎助學金，讓我不用擔心吃

飽的問題，更安心專心在課業上，這個雪中送炭，瞬間讓我

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雖然我與捐款者從來沒有交集，但對於受到幫助的我而言意義非凡，「應雲岡先生紀念

基金會」讓我感受到被幫助的溫暖，我會更努力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以後有能力我

一定也會去幫助更多的人，最後再次感謝基金會的幫助。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學海飛颺 學識無涯
感謝各界慷慨捐款設立各項獎助學金　讓元智學子不為經濟所苦

在求學路上專注學業學習　更加懂得感恩與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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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博甲 107級 陳同學

元智大學國際志工團原定於今年暑假前往

外國進行志工服務，因為疫情的爆發，決定投

入國內志工服務，有感於偏鄉數位學習機會與

國際觀的落差，元智國際志工與外籍生攜手武

陵高中的學生，希望透過這次活動鼓勵青年學

子勇於跨出舒適圈，積極參與社會服務，進而

發展關懷社會的公民意識，幫助更多學生。

本次列車服務的對象為「部落的長者」

以及「國高中學生」，有感於全球化的影響，

團隊成員除元智志工的團員，也邀請外籍生加

入，另外還有來自武陵高中學生參與。整體服務課程包含「寰宇文化分享」以及「艾妲資訊

培力」，其中寰宇文化分享由外籍生向學員們分享關於他們國家的文化、習俗、飲食等等。

而艾妲資訊培力主要是以資訊教育為主軸，活動設計手作 VR 眼鏡的體驗融入生活。在課程
的安排下，期望能具備「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能力，並促進國際理解與包容。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關懷社會 擁抱世界
元智學子透過服務學習及國際志工的培養　學習關懷及付出

同時走向國際撒下希望種子　將大愛傳播給世界

團隊也到花蓮銅門以及榕樹部

落，教長輩有關手機內建程式的應

用，如:行事曆、備忘錄等等，此外
還搭配反詐騙宣導，讓長者們在遇到

可能的詐騙行為時能處變不驚。而看

似簡單的手機功能，如：螢幕截圖、

app使用等，對年長者而言實屬不
易，也讓我們培養了有效溝通與耐心

照護、聆聽、陪伴的能力，同時也帶

年長者實際動手製作VR眼鏡，體驗
最新的虛擬實境科技，更難得的是，

團隊中的外籍生夥伴親自與長者交

流，由本國生隨行翻譯，讓他們在了

解異國文化的同時能相互交流、彼此學習。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本次的社區

服務課程，主要是希望長者們能透過現代科技接收新知，並且優化偏鄉數位資訊與國際觀。

此行青年學子也透過青銀共學，了解不同世代的生命故事與生活智慧，也學習透過跨

國、跨校、跨群體多元學生的合作模式，不分國籍與人種，共同促進國際理解和包容，並為

在地偏鄉散播愛心與關懷。對於同學們來說，透過與不同世代的近距離實體互動，以及多元

夥伴的共同合作更激盪出不一樣的國際觀，同時學習新知，練習英文，訓練解決問題、獨立

思考、團隊合作與溝通表達能力，更接軌學校的知識，讓一趟志工之旅創造出服務學習、多

元文化共融與青銀共學三贏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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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網助學計畫」的支助

「織網助學計畫」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乃是

針對經濟不利、學習障礙生的補助與輔導計畫。每位學

生就像是一張網，網織的越堅實牢靠，方可捕獲魚群，

賴以為生。我們藉由輔導或是生活補助，依學生之特

質，由生活面、學業面、職涯面等提供輔導機制，以落

實學生助學及輔導之目的。

我們鼓勵學子參與各類創新課程及活動，

向外連結網絡，培養更多專業能力與跨領域之

能力，使之在社會上更具競爭力。在學習上，

提供他們充足的協助與輔導，奠定學習基礎；

職涯上，給予他們正確的引導，讓他們能發揮

潛能貢獻所長，並鼓勵擔任輔導義工，共同規

劃社區服務，建立自信與自我認同。

因為您的慨捐，讓元智學子擁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更多服務社會放眼國際的機會，不

因環境困頓而能繼續受教、培養能力、發揮所長，並藉以扭轉命運、改變人生。

│YZU GIVING REPORT 2020│Thank You!

銘感於心 繼續努力
感恩在人生道路上的協助　謝謝您長期的支持與鼓勵

讓元智學子專注學習  綻放光彩　展翅高飛

管理學院「CPA-CLUB」社團的支助

元智大學CPA-CLUB是由一群喜愛會
計、以會計師為目標的會計系學生聚集組

成的學術性社團。CPA-CLUB不僅僅局限
於在課業學術上的切磋交流，而是朝向更

多元的目標發展。活動內容包括：模擬面

試、企業參訪、邀請在職的學長姐回校分

享等。社團的最終目標除了培養專業知識

技能，更朝著全方位發展，增添未來在職

場上的附加價值。

「國際就業人才培訓(GMAT Program)」的支助

國際就業人才培訓(Global Mobility 
Advanced Training)，簡稱GMAT Program，
針對有興趣前往全球或跨國企業工作的學

生，所舉行為期七週的課程。課程由國際

企業高階主管講授國際就業心法、分享國

際職場經驗，一同探討國際就業準備等議

題。目的為培訓國際人才，讓學生學習多

元國際觀，增強國際視野，以及為進入國

際職場做準備，提升未來參與社會企業的

觀念。

「九零年代社會服務工作隊」的支助

「九零年代社會服務工作隊」有別

於一般社團，是屬於康輔兼具服務性質的

社團，抱持「透過團康活動讓服務變得更

有趣」的理念，服務需要幫助的人。社團

每學期至國小進行課業輔導，至育幼院關

心孩童，以團康遊戲帶領他們感動他們心

靈，並籌劃才藝訓練班培養孩童興趣，同

時也到療養院陪伴心智障礙老人，讓他們

也能感受陪伴與溫暖，期望藉由服務與關

懷傳遞愛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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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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7學年度捐款人

文○翔• 

王    ○• 

王○平• 

王○清• 

王○賓• 

王○儀• 

丘○泰• 

余○毅• 

吳○華• 

吳○源• 

李○娜• 

李○益• 

李○傑• 

李○萱• 

沈○傑• 

林○伶• 

林○貴• 

林○輝• 

林○燕• 

邱○庭• 

姜○成• 

施○彬• 

胡○先• 

范○振• 

唐○羚• 

孫○明• 

徐○良• 

徐○東• 

徐○興• 

張○松• 

曹○文• 

梁○千• 

文創技研有限公司• 

迅得機械(股)公司• 

易發精機(股)公司• 

如皇企業有限公司• 

卡利亞里庭園餐廳• 

蓋亞資訊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有所本創作有限公司•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凱信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開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佑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百福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基督恩惠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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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許○智• 

許○閣• 

連○欽• 

陳○成• 

陳○傑• 

陳○華• 

陳○萱• 

陶○偉• 

陸○祖• 

彭○霖• 

黃○華• 

黃○銘• 

楊○杰• 

楊○欣• 

楊○淵• 

劉○伶• 

劉○輝• 

蔡○真• 

蔡○榮• 

鄭○城• 

黎○淵• 

賴○芳• 

賴○瑞• 

謝○傑• 

萊可仕• 

翰澤有限公司• 

元潤法律事務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 

華視文教基金會• 

力翰科學教育集團• 

新加坡商派印亞太諮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arena新加坡商競舞電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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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9學年度捐款人 (109.08.01~109.12.31)

鄭○城• 

李○娜• 

邱○因• 

何○恩• 

姜○成• 

戴○維• 

施○彬• 

陳○正• 

巫○琪• 

姚○凌• 

藍○偉• 

林○輝• 

徐○毅• 

林○麗• 

洪○明• 

孫○正• 

王○賓• 

丘○泰• 

李○益• 

鄧○宏• 

吳○淞• 

廖○芳• 

徐○陽• 

陳○豪• 

董○紅• 

鄭○玉• 

林○敏• 

王○玲• 

劉○千• 

劉○傑• 

沈○傑• 

卡利亞里• 

拓比有限公司• 

大裕儀器有限公司• 

大山儀器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淡江大學桃園校友會• 

旭申國際科技(股)公司• 

亞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德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遠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鼎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山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鵬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 

艾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鑫淼教育基金會•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精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開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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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內壢分公司• 

黃○芬• 

游○相• 

游○乾• 

江○瑜• 

王○儀• 

彭○霖• 

王○青• 

蔡○賢• 

余○剛• 

陶○偉• 

張○松• 

徐○興• 

譚○琪• 

楊○欣• 

余○星• 

陳○傑• 

沈    ○• 

賴○瑞• 

連○欽• 

郭○華• 

林○雯• 

李○芬• 

蔡○哲• 

林○萍• 

鍾○智• 

徐○東• 

胡○先• 

楊○淵• 

陸○祖• 

吳○箴 •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感謝以下捐贈者熱心慨捐 

108學年度捐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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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人捐款姓名依個資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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