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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大家好：

清華是頂尖學府，長久以來培育無數人才，畢業學生於社會各專業領域表現極為出色，

引領台灣經濟發展，是推動國家產業競爭力持續向前邁進的重要推手。

清華「學士後醫學系」今年將迎接第一批學生，邁入跨領域醫學元年。本校發展醫學系

的優勢在於深厚的醫學研究基礎，以及跨領域整合大數據、AI 人工智慧和機械、材料、核子

等全方位科技，培育具清華特色的新世代雙專長醫師人才。

興建中的「藝術學院大樓」與「美齋」學生宿舍，繼教育學院大樓之後，完成清華與新

竹教育大學合校的最後一項工程，並與「宏亮美術館」、「王默人周安儀文學館」、「捷英

文物館」串聯起清華南校區的文化廊帶。「君山音樂廳」則將打造為新竹人聆賞高品質音樂

的殿堂，落成後將成為北台灣的衛武營，吹響清華文藝復興的號角。

甫成立的「半導體研究學院」，培育兼具「專才」、「通才」、「活才」的半導體產業

領導人才，揭示世界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新里程碑，未來我們將在清華園看見全球半導體產業

的新前景！

今年是清華立校 111 週年在台建校 66 週年，也是昂揚邁向清華 3.0，大尺度結合人文

與科技，培養迎接人類重大挑戰人才的重要時刻。竭誠期盼校友及各界社會賢達以實際行動

支持清華大學的發展，協助本校建立更優質的教學及學術研究環境。清華珍視每位捐款人的

心意，您的點滴捐助，將匯流成灌溉清華的永續泉源！

由衷感謝您的參與及付出，讓清華大學成為發展創新的園地、

培育優秀學子的搖籃。

敬祝  

闔府安康 萬事如意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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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永續發展方向 說明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壹、不指定用途校務基金 推展校務長期發展 5,000

貳、國際化

國際志工海外服務計畫 300

師生國際交換計畫 1,000

参、獎助學金

扶助弱勢：旭日獎學金

2,100

追求理想：逐夢獎學金

肆、校園建物與環境活化 成功湖蛻變計畫 7,500

伍、學生活動

學生社團、岩場維護基金 500

體育運動基金 300

陸、各院系單位發展計畫 支持各單位教研發展與活動 162,390

2022 年募款用途2022 年募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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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指定用途校務基金

本校為追求教育發展，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除

了各教學行政單位專有指定用途捐款外，不指定用途捐款供校

方統籌運用，以發揮最大綜效。 

面對當前各大學無法獲得足夠的國家經費支持，少子化影

響未來的招生名額，可以預期校方的財務負擔將更為加重。從

長遠角度思考，清華必須成立能夠自給自足、長期穩定的財務

基金，透過更具彈性的基金操作，儲存教育資源，以克服經費

不足之困境。

研究是創新進步的泉源，教育是培育優秀學子的搖籃，為

了改善學習環境及提升學生研究動機，不指定用途校務基金將

由校方統籌規劃，彈性運用於全校性教學及研究、推廣教育、

產學合作、擴增或維修建築物等支出，期望傳承永續輝煌的精

神。

面對多元、急遽變化的國際環境及全球大學的強烈競爭，

清華必須更兢兢業業，積極尋求持久、豐沛的經費挹注。本校

除審慎使用捐款外，更積極開源節流，每年會不定期舉辦募款

活動、積極聯絡海內外校友及愛校人士，並爭取企業家對清華

理念的支持及強化認同感，期許大家皆能慷慨解囊，共創雙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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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清華國際化之提升

一、國際志工海外服務計畫

(一)目的

清華大學於 2007 年首度辦理國際志工海外服務計畫，該計畫秉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服

萬人務」之精神，於每學年初開始舉辦一系列國際志工服務講座及說明會，並公開甄選傑出的學生

參與志工活動。計畫之目的，一方面是希望藉由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培養學生對國際社會之人文關懷、

拓展國際視野並提高本校國際聲譽。另一方面更希望學生們能夠在服務他人的同時，學習他人、充

實自己並提升自己。透過志工服務活動，使「自強不息」的清華學子在能夠自立後，更能「厚德載物」

地將力量用在社會服務工作上。

(二)志工培訓

本計畫舉辦系列國際志工說明會，並於志工徵選過後給予志工各項基礎及專業培訓。培訓營課

程主要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劃課程，邀請國內具 NGO 實務經驗之社會賢達，來與同學們進行經驗分

享。除了基礎培訓之外，課程中亦穿插紀錄片拍攝教學、企劃書撰寫及簡報技巧教學等等實用課程，

並於營隊活動中設計團康活動，激發志工們的潛能，培養團隊默契。透過一系列培訓課程，可以加

強志工們彼此間的橫向連結、增進志工們的使命感並強化團隊力量，使志工們做好擔任一個國際志

工所需要的萬全準備。

(三)執行成果

自 2007 年第一屆國際志工計畫以來，本校至 2019 年止已送出 716 位同學遠赴國外擔任志工

(2020、2021 年因逢新冠肺炎疫情致無法出國 )，範圍遍及亞洲的中國、尼泊爾、印尼、馬來西亞、

中美洲貝里斯，以及非洲的迦納、坦尚尼亞、肯亞、獅子山等地，期望提供給清華學子不同的志工

服務經驗。

2021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無法出國服務，故改變服務方式，持續志工服務。

貝里斯志工團辦理獎學金計劃、海運電腦至當地改善資訊教育環境、提供遠距資訊分享課程，

交流教學上實用的網路資源及志工服務經驗；東非志工團海運捐贈各 100 台二手電腦設備至坦尚尼

亞及肯亞；馬來西亞志工團於 10 月份辦理共 14 場線上系列講座、工作坊及論壇，共邀請國內外 21

個團體一起合辦，計 25 位國內外文史工作者進行演講和經驗分享，包括臺灣、馬來西亞、越南、柬

 ▲ 2021清華大學國際志工線上論壇 ▲ 貝里斯志工團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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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等地之地方工作者共同促成此系列活

動。12 月 6 日辦理馬來西亞志工團成果分

享會，12 月 6 日～ 12 月 10 日辦理 2021

年馬來西亞志工團成果靜態展。12 月 11

日辦理 2021 年清華大學國際志工線上論

壇，以瞭解臺灣海外發展夥伴全新需求、

在海外現場運作與服務面臨之困難與挑戰、

分享疫情期間之實踐與洞見。

( 四 ) 募款目標：3 百萬元

國際志工團共有東非團、貝里斯團、馬來西亞團，共 3 個志工團。經費運用於各團之指導老師費、

領隊及副領隊國外差旅費、舉辦急救訓練、行前記者會、國際志工週、培訓營、成果集印製、施打

疫苗、海外生活費、線上教學課程及行政庶務等各項支出。

二、國際交換學生

(一)目的

清華大學為鼓勵學生積極參加交換生計畫，以拓展國際視野，自新生入學座談，即不斷激發學

生們赴姊妹校成為交換學生的動機，同時宣導成為交換生的必備條件，讓新生可以及早做準備。清

華現有 324 所姊妹校合約，其中有約 265 所交換學生協議，規劃募款提供多項獎學金補助學生出國

交換學習。

( 二 ) 執行成果

近年來，清華交換生人數穩定成長，涵蓋國家包含：美洲地區，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南卡羅萊納大學、休士頓大學、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等；歐洲地區，如法國

薩克雷高等師範學院、法國索邦大學、德國德勒斯勒工業大學、德國杜賓根大學、德國阿亨工業大

學、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德國卡爾斯魯理工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瑞典林雪平大學、荷蘭格羅寧

根大學、義大利威尼斯大學、西班牙瓦里倫西亞大學；亞洲地區，如北京清華、北京大學、浙江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大學、日本筑波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東京工業

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日本大阪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延世大學、韓國高等科技研究院、新加

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以色列理工學院；澳洲地區，如澳洲拉

籌伯大學、伍倫貢大學、紐卡斯爾大學等學校。期許學生能從中學習如何與外國學友互動，並體會

多元化的教育環境，拓展全球視野與涵養，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 三 ) 募款目標：1 千萬元 

本校除積極安排國際知名研究機構與大學院校和本校簽訂學術合約外，亦與國際著名的政府及

企業界研究機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與學術交流。期能透過加強國際合作提昇本校在國際上之競爭

力及學術地位。

▲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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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獎助學金

清華大學一向致力於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拉近城鄉差距，96 年首創繁星計畫，讓許多非明星高

中學校其成績優異孩子能夠以此計畫進入清華就讀。為了幫助經濟弱勢的學子有完善的照顧，102

年又創立旭日計畫，鼓勵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接受清華教育，翻轉人生。為了學生創意逐夢的夢想

化為實踐，我們成立這些獎學金計畫其目的是讓學子專心努力向學外，還能改善未來生活並與社會

正向互動。

一、旭日計畫 - 暗夜將盡，旭日東昇，翻轉年輕世代 !
 清華大學於 102 學年度起首開全國風氣之先，開創大學部「經濟弱勢招生及輔導計畫 - 旭日計

畫」，協助社經弱勢、教育資源缺乏，但具有潛力、逆光飛翔的優秀學子獲得機會進入本校接受教育。

( 一 ) 招生管道

高三學生透過本校特殊選才、個人申請旭日組進行申請入學。由繁星推薦、一般個人申請、考

試分發等管道入學者，亦可檢具清寒相關證明申請參加旭日計畫。本計畫透過「書面審查」及「個

人面談」方式，全方位審查學生在資源相對不足情形下的成長歷程與學習動機，並優先錄取在逆境

中積極向上的經濟弱勢學生。

( 二 ) 申請旭日獎學金

新生經審查通過，第一學年即提供 10 萬元獎學金。第二至第四學年，則依「旭日獎學金施行要

點」規定，每學年最高 10 萬元獎學金。

( 三 ) 生活關懷與學業輔導

本校成立「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及輔導推行委員會」，整合校務、學務、教務、諮商中心、生活

輔導組、教發中心及教授代表，提供客製化輔導措施，並視同學需要，安排二軌導師、學長姐、助教，

提供課程諮商、學業輔導及生活關懷，及時給予協助。

( 四 ) 執行成果

本校每年錄取旭日獎學金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加，110 學年度得獎人數達 176 名，預計發放之獎

學金自 102 學年度起合計已逾 9 千多萬元，將是國內大學經濟弱勢獎學金之最，顯示清華扶弱成效

卓越，翻轉社會底層的動能已然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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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旭日永續基金

本校為永續且穩定的支持旭日獎學金，於 109 年底成立「旭日永續基金」，以募集

每單位本金 220 萬元的方式，也歡迎小額捐款積沙成塔，將捐款存入旭日永續基金帳戶，

並加入清華校務基金進行投資操作，未來每年僅取孳息轉進旭日獎學金，不動用本金，

永續永存。

(六)未來展望

清華承諾善用每份捐款人的心意，竭力提升經濟弱勢學生在清華受教的機會，以促

進社會階級的垂直流動，營造「共善」社會。我們需要您的幫忙，讓翻轉年輕世代的這

一棒能永續傳遞下去 !

( 七 )111 學年度募款目標 : 2 千萬元

▲ 旭日獎學金歷年支出 (單位：新台幣元)

▲ 旭日獎學金歷年獲獎全年級合計人數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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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夢獎學金
( 一 ) 緣起

夢想是人類前進的原動力，一個夢想完成需要大膽的構思，細膩的計畫，堅定地執行和精神上、

經濟上的協助。清華「逐夢獎學金」是在一位匿名校友的倡議下，於 2006 創立。他以實質行動捐

助 1 千萬元，期望支持與鼓勵清華學子們於求學過程中放膽逐夢、構築希望、開拓視野，體現「心

中有夢、逐夢踏實」的精神。

( 二 ) 執行成果

在經歷審查委員嚴謹的評選下，從 94 學年度起至 109 學年度為止，由清華學生提出的申請案

件中挑選出 138 組學生，「逐夢獎學金」一共幫助過 2,105 位同學的夢想開花結果，歷年補助總金

額達 17,383,096 元，完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夢想，例如：歐洲自

動化機器人大賽、四川達祖小學支教、清大學生方程式 JSAE 計

畫、清華大學 IGEM 團隊赴美參與國際基因工程競賽等。

( 三 ) 111 學年度募款目標：1 百萬元

如今獎學金已嚴重不足，為使「逐夢獎學金」能繼續灌溉清

華的夢想園地，讓小小心願得以落地生根，期望愛校人士共襄盛

舉，慷慨解囊，募款目標金額為 100 萬元，共同幫助清華學子逐

夢踏實，為未來的生涯創造豐富的前景。

 ▲ 清華大學第六屆iGEM團隊赴西班牙牙札拉戈參加國際基因工程競賽  ▲ 國際志工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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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園建物與環境活化

一、成功湖蛻變計畫
( 一 ) 計畫緣起

成功湖不僅是清華大學重要的景觀地標，同時也是所有師生的重要回憶，而划船遊湖更為眾多

校友所津津樂道。然成功湖除雨水外並無其他水源補注，導致湖水無法有效轉為清澈狀態，使清華

師生無法延續多年划船遊湖之傳統；加上建成年代已久，漿砌卵石堤岸、欄杆及周圍環境亦日漸老

舊，因此亟須整體改造、強化水岸安全之維護、塑造優質水岸生態廊道，使成功湖再現璀璨風華！ 

(二)計畫目標 - 打造「水清、鳥語、浪漫」成功湖

1、水質改善與淨化，水循環再利用

2、永續生態環境，創造生物多樣性與優質水岸

3、節能減廢，創造永續校園環境

4、水上與周邊活動復興，清華傳統再現

5、安全通用之環湖動線，打造無障礙校園環境

( 三 ) 設計構想 - 水清木華、生態樂活

 1、改善水質

(1) 阻斷：阻斷汙染源、污水。

(2) 活水：以水圳的豐沛水源補助湖水，加上建置過濾系統淨化湖水。

(3) 管理：透過宣導、管制禁止放生及不當餵食水中生物。

2、改良護岸土壤

除改善植栽生育地之外，同時引介適生的水岸植栽，創造湖區四季不同風貌。

3、更新既有碼頭區域

因應未來水上活動，改善目前碼頭區狹窄不易進入的空間，提供獨木舟、帆船的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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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塑造環湖動線系統

架設水上棧道，串聯湖區東西側，創造嶄新的遊湖體驗與視野景觀。

5、設置休憩平台

沿環狀步道，設置臨水岸的休憩平台，創造豐富有趣的賞景休憩空間。

(四)預期成果

 1、淤泥清除

池底淤泥含大量微生物、死亡生物，藻類生成造成優氧化，清淤後可帶走大量湖水汙染源，

大幅度改善水質。

2、水質淨化

於清除淤泥後，整合物理過濾、生化過濾及生物過濾，透過三重過濾方式形成水質過濾淨化

的循環。

3、完整串聯環湖步道系統

改建為便於行走、易於維護管理的鋪面，並於東岸光明新村新設步道，串起環湖動線。

4、湖區景觀再造

創造更多元的棲地環境及休憩空間，營造人與自然共享的環境場域。

5、永續生態環境教育

(1) 水資源再利用：利用成功湖水質淨化、循環再利用的方式，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2) 節能減碳，減少耗能：水源之進流與出流，盡量利用高低位差採用重力流，減少耗電，

降低能源損耗。利用風能、太陽能…等綠色能源，取代部分用電，實現綠色希望校園。

(3) 減廢、材料再利用，減少碳排放：湖區既有材質再利用，減少廢棄物產生，降低碳排放。

(4) 打造環境永續的生態校園：透過湖區重整，創造生物棲地、生態浮島，營造生物多樣性。

(5) 使成功湖成為校園生物多樣性的指標景點，同時透過生態觀察步道，打造永續環境教育

的場域。

(五)募款目標：7 千 5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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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活動

一、學生社團與岩場維護基金
( 一 ) 募款說明

本校學生社團分為 9 大性質（學術性、技藝性、音樂性、服務性、體育性、藝術性、自治性、

綜合性、功能性），數量超過 180 個，學生們可以有多樣化的社團選擇。各社團依性質與種類不

同，所需支出的費用也不同，然學校給予社團的補助實不足以支應所有活動支出，故仍需倚賴各界

捐款贊助，幫助學生於參與社團活動時，能減輕其經濟上的壓力，使學生能更全心全意投入在活動

中，增進多元學習成效。（本校學生社團資訊：http://dsa.site.nthu.edu.tw/p/404-1266-146654.

php?Lang=zh-tw）。

除社團活動外，本校攀岩場與抱石場，亦為重點募款項目。本校岩場於民國 87 年完工，當時位

於學生活動中心前方。民國 90 年為紀念不幸於中亞吉爾吉斯遇難的登山社社長王守德同學，第一次

增建並命名為「守德紀念岩場」。後因活動中心整修緣故，在各界捐款支援下，於 95 年將直立岩場

遷建至田徑場邊，同時改建旁邊既有之抱石場，使用迄今。

直立岩場與抱石場已使用超過 16 年，因位於室外，老化損壞的速度相對較快，維修費用逐年增

加，經由學校補助單一社團的經費有限，必須另行籌措經費以支應直立岩場與抱石場的各項維修支

出，甚至將來若遇使用安全有疑慮時，亦作為重建之經費專款專用。

(二)社團活動種類與成果

社團活動相當多元化，除了平日的社課練習，尚有各種講座、各社團成果發表會、一日營 / 假

日營、返鄉服務營、帶動中小學、冬令營、夏令營、淨山、淨灘、課輔、捐血、寒冬送暖、中醫義診、

魔術義演、關懷校園流浪犬、標竿學習、大型公演、聯合音樂會、登山攀岩、潛水、風帆、參加各

種競賽、國際交流等包羅萬象的活動。課外的社團活動，是多元學習的極佳管道，可幫助學生緩衝

課業壓力、抒解情緒、增進時間管理、人際關係及承擔責任的能力。學生社團的多元參與及各種社

區服務，顯示本校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USR）之豐碩成果。

( 三 ) 募款目標：5 百萬元

 學生社團：2 百萬元。岩場維護基金：3 百萬元。( 捐款請洽課外組：陳先生 03-5715131#6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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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代表隊發展基金
( 一 ) 募款說明

為促進清華各運動代表隊之永續發展及提升訓練品

質，本校於 110 年發起「運動代表隊發展基金」之募

款活動，本基金將全數專款應用於本校運動代表隊，包

括：參與國內、外競賽經費、添購訓練器材費、補助移

地訓練費及各項醫療與防護員等費用。

本校運動代表隊隊員產生之方式，大致上可分為

兩類，其一為大一之體育課授課過程中，由任課教師發

掘，並予推薦該屬運動之教練，再由教練定奪；其二是

各項代表隊教練自行訂定校隊選拔細則。

( 二 ) 運動代表隊比賽成果

清華於 109 學年大專聯賽戰果豐碩，女籃隊勇奪

女生公開二級全國總冠軍，並晉級公開一級；足球隊奪

得男生公開二級全國總冠軍，並晉級第一級挑戰組；男

排隊獲得公開一級第六名；女排隊獲得公開二級第四

名，表現優異傑出。此外，本校於 110 年全大運共獲

8 金、14 銀、14 銅，在參與本次賽會共 147 所學校中，

本校總排名第 12 名，優異表現令人喝采 !

勝利果實的背後，是教練與選手們堅持不懈、不分

寒暑的勤奮練習，為求步伐與回擊的精確到位，都必須

透過縝密思考與不斷反覆操練，方能展現完美無暇的動

作，為此，代表隊員們流下的汗水實無法斗量計數。

( 三 ) 募款目標：3 百萬元

目前，清華共有以下運動代表隊：籃球隊、排球隊、

足球隊、棒球隊、桌球隊、羽球隊、網球隊、田徑隊、

游泳隊。清華向來重視體育發展，展望未來，期許本校

運動團隊繼續努力、不斷突破、沒有極限，您的支持與

鼓勵將是運動員們奪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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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022 年各單位發展基金陸、2022 年各單位發展基金

單位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一、教務處 5,500

二、學務處   150

三、研發處   850

四、圖書館   700

五、理學院 1,706

六、工學院 12,950

七、原子科學院 1,540

八、人文社會學院   276

九、生命科學院 130,300

十、電機資訊學院 1,510

十一、科技管理學院 3,882

十二、竹師教育學院   360

十三、藝術學院 2,566

十四、清華學院   100

合計          16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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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教務處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博士班、雙聯學位生、
陸生獎學金

5,500
為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並促進兩岸交流，提升本校學

術研究能量，成為國際卓越大學。

◆聯絡窗口：蘇小姐 03-5719134/academic@mx.nthu.edu.tw

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學務處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梅竹賽（梅工、梅籌） 100
電子競技大賽、選手之夜（演唱會）、祭梅典禮、造勢用

品製作、各項比賽裁判費用、球具、護具與行政支出等。

畢聯會 50

畢聯會辦理畢業系列活動 - 畢業歌徵選、名人講座、裝置

藝術、清華大對決、辦桌、二手市集、畢業盃、畢業舞會

等活動經費。

◆聯絡窗口：( 一 ) 梅籌 - 吳小姐 03-5715131#62071/wu.yt@mx.nthu.edu.tw
( 二 ) 梅工 - 何小姐 03-5715131#62070/chihyiho@mx.nthu.edu.tw
( 三 ) 畢聯會 - 吳小姐 03-5715131#62075/ht.wu@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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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研發處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新竹東方美人茶之
清華國際品牌計畫
( 亞洲策略中心 )

200

為了推行大學善盡社會責任，實踐聯合國 SDGs（永續發展

目標）的精神，本中心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及國際姊

妹校，以新竹在地特色產物「東方美人茶」作為國際學生認

識新竹的第一步。新竹是全球東方美人茶最好的產區，透過

此計畫，我們也將茶葉文化推廣到更多有興趣的師生。計畫

內容包括：

1. 建立清華之東方美人茶國際品牌。

2. 新竹東方美人茶之國際推廣。

3. 建立清華東方美人茶之科技研究，例如：電子嗅覺研究。

4. 東方美人茶品茶師之英語培訓。

5. 東方美人茶區之環保研究。

清華實驗室維護 150

「清華實驗室（Tsing Hua Lab）」已於 106 年完工啟用，

物理、化學、化工、醫工、材料、生科相關等系統團隊及奈

材中心陸續進駐，為使「清華實驗室」大型公共設備維持安

全運作及提升整體研究及教學品質以朝向世界一流大學的目

標邁進。每年均對大型公共設備進行檢修，例如中央監控系

統維護、低壓電力系統維護、電錶保養維護、二線式燈控盤

管線維護、冷氣監控系統維護、廢排氣濾網清潔維護及空間

內部消防年度檢查缺失設備改善等。

◆聯絡窗口：( 一 ) 亞洲策略中心 - 陳雅慧小姐 03-5162004/chenyh2@mx.nthu.edu.tw
( 二 ) 研究發展處 - 鍾淑貞小姐 03-5715131#35175/scchu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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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圖書館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清華歷史與台灣近現
代文物檔案典藏計畫

300 

清華校史與特藏文物是展現清華精神文化樣貌之所在。目

前圖書館已收藏諸多主題之史料文物，涵蓋清華學人、校

史文物、社會運動、劇場演出、名家手稿與特殊藝術等，

尚待深入整理與發掘。擬聘任專人協助資料整理、建檔與

數位化工作，並委請專家進行文物修復與裝裱，以妥善保

存清華的文化資產，及典藏台灣近現代社會文化多元面貌

與發展軌跡。

相關網址：https://reurl.cc/pW1Dpa

清華開放圖書館計畫 400 

發展清華圖書館成為師生共建共享的知識場域，引領跨域

交流，突破時空限制促進知識的傳播與利用：

1. 建置開放資料平台

使清華師生研究中產生的各式珍貴資料，透過建置平台

妥善管理、保存、分享及再利用，實踐「開放科學」理念，

促進研究發展與創新。

2. 開放展示與創作參與

提供實體與線上展覽舞台，邀請師生共同參與及合作，

展現與交流優秀研究學習成果。

3. 推廣線上圖書館

發展並精進 PODCAST、網頁或影片等推廣管道，深度

策展呈現師生教研與學習歷程及成果，推廣利用圖書館多

元線上資源。

相關網址：

1、https://reurl.cc/qO5Don   

2、https://reurl.cc/rQDloO

◆聯絡窗口：陳鍶琦小姐 03-5742240/scchen@li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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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理學院     

數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國際學術交流、

新進教師支持、

系學會及系隊、

校慶及系友活動

60

1. 邀請傑出客座教授、專家學者補助其生活補助費。

2. 新進教師負責規畫本系學術活動及針對不同領域主辦之研討

會等工作，增強本系學生之數學基礎。

3. 本系系友會成立逾 21 餘年，每年 4 月校慶返校日皆定期舉辦

系友回娘家座談會以俾聯繫情感。於每學期中邀請數位傑出

系友返校演講，並與在學生分享經驗談。

數學系獎助學金 90
提供家境清寒學生或相關成績優異者申請，砥礪激發其向上精

神，以俾完成學業或以茲鼓勵。

物理系 / 天文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物理系系館整建

基金
600

物理系系館有 30 年以上的歷史，已顯破舊，需要進行全面的翻

新工程，系館中庭平日為辦理各式演講活動、音樂會、系所畢

業典禮、系友聚會之重要場地，擬聘請專業設計師重新設計規

劃，以提升中庭之美感，使日後活動辦理更為體面。另系館部

分教室及演講廳之軟硬體設備均顯老舊，為提升授課及學習品

質，除館舍整建及設備升級外，系館之空間將重新活用規劃，

營造更舒適優質的學習及辦公環境。

物理系系友獎學

金 ( 博士生獎學

金 )

150

為鼓勵優秀及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本系博士班，本系已於

108 年訂定「物理系系友獎學金」，補助博士生的全額學雜費，

減輕博士生的經濟壓力，讓學生更專注於研究上。另目前政府

已將本系列入國家重點 AI、半導體等相關產業發展領域學系，

年度核定之博士生名額亦會再增加，期望此獎學金可吸引更多

優秀博士生就讀。

大學部與外籍研

究生獎學金
100

協助傑出學生於求學期間，能有適當的資源支持讓學子能安心

專注於物理研究以及挑戰自我追求卓越。此外，增加外籍生研

究生獎學金，以吸引更多外籍研究生至本系就讀，提升物理系

的能見度。

新進教師開辦研

究經費基金及新

聘教師補助費

200

協助新聘教授建立實驗室，以及購置實驗儀器，另規劃發放新

進教師激勵薪資，讓延攬來的優秀教師能更快的步上研究軌道，

嘉惠學子，提升物理系研究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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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化學系優秀博士

班獎學金
100

化學系為了吸引、招收優秀博士生就讀，擬給予優秀新生（每

年五位）長期穩定的獎學金保障（每月 2.5-4 萬，持續四年）。

期待不僅讓年輕人感受到被重視、更能協助優秀學生專心於

研究上。本系將提供 80-90% 的經費需求，盼校系友能參與、

嘉惠學弟妹、同時協助化學系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汰換普化實驗室

老舊抽氣手臂
84

本系普化實驗室抽氣手臂共 52 支，由於普化實驗大多使用

強酸強鹼溶液，早期抽氣手臂不耐酸鹼，轉軸部份已腐蝕，

隨時有掉落危險，單支抽氣手臂維修金額高達 1 萬元，約只

能使用 1 年即需再更換，基於實驗室安全、學生健康及長期

經費之考量，實有汰換為耐酸鹼抽氣手臂之必要。經由廠商

初估 1 支耐酸鹼抽氣手臂約 3 萬元，目前普化實驗室於 109-

110 年由教育部經費補助汰換 24 支，還需汰換 28 支，共需

約 84 萬元。

新聘教師補助、

研究生海報競賽、

系館老舊設備整

建基金

82

1. 為招聘優秀教師至本系任職，針對新聘助理教授、副教授、

教授中學術卓越者，依其資格每月補助 3-6 萬元津貼，為期

三年。但不與校方補助款重覆發放為原則。以每年一位教授

預估，年需 36 萬元補助款。

2. 為鼓勵本系優秀畢業生舉辦海報競賽，藉由學生所呈現之學

術海報，讓本系師生相互交流，瞭解系所之學術特色與能

量，激發並創造更多跨領域合作機會。

3. 本系已於 2021 年佈建監視器專屬的網路線路，目前已完成

化學館 B1 至 3 樓更新工程，預計 2022 更新 4 樓至 7 樓的

監視器以及化學 2 館監視器系統規畫及架設，以及圖書室壁

癌外牆防水工程。

統計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博士生獎學金、新

進教師研究基金
80

增加博士生獎學金，以吸引優秀學生至本統計所就讀，並使就

學期間能安心專注於研究與學習及增加新進教師之教研資源，

提升師資延聘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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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科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電腦教室設備、研

究生獎學金
60

協助計科所增設電腦教室設備，提高師生研究環境與學習品

質及協助學生求學期間安心專注學習及鼓勵優秀學生就讀。

理學院學士班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專題計畫獎學金 50
協助傑出學生於求學期間，能有適當的資源支持讓學子能安

心專注於所學領域研究以及挑戰自我追求卓越。

交換生出國獎學金 50
協助傑出學生於出國期間，能有適當的資源支持讓學子能安

心專注於所學領域研究以及挑戰自我追求卓越。

◆聯絡窗口：( 一 ) 數學系 - 洪雅婷小姐 03-5715131#33010/ythung@math.nthu.edu.tw
( 二 ) 物理系 - 張雅雯小姐 03-5715131#42541/w10843@phys.nthu.edu.tw
( 三 ) 化學系 - 凃曼琳小姐 03-5715131#33616/manlin@mx.nthu.edu.tw
( 四 ) 統計所 - 施婉婷小姐 03-5715131#33179/stat@my.nthu.edu.tw
( 五 ) 計科所 - 巫欣容小姐 03-5715131#35152/icms@my.nthu.edu.tw
( 六 ) 學士班 - 張淑惠小姐 03-5742424/scidm@my.nthu.edu.tw

工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樹人基金 500

年輕學者乃清華棟樑，是下個 30 年清華研究、教學、創新

能量，無法吸納人才將使清華流失教研之根本。

「樹人基金」，以提升薪資之實際行動支持優秀年輕學者，

希冀吸引人才回流。若您有支持優秀年輕學者之心意與力

量，歡迎捐資贊助。個人認贊金額為新台幣 50 萬元，企業

認贊金額為新台幣 150 萬元，亦歡迎踴躍小額捐款。

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工學院     



│ 20 │

化工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單操實驗設備改善 500 本系必修之統合性實作課程─單元操作設備。

新進教師彈性薪資 -

樹人基金
150

為因應國際人才競爭，強化延攬及留任國內外頂尖人才，本系

配合工學院籌募之「樹人基金」，希冀以提升薪資之實際行動

支持優秀年輕學者至本系任教。

學生活動經費 50 辦理與補助專題研究競賽、運動類競賽、學長姐經驗分享講座。

學生出國補助 100
補助學生，特別是清寒 / 弱勢學生出國交換計畫及參加國際競

賽、學術研討會。

動機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動機系永續基金 200

成立永續基金，創造生生不息之收益，可作為動機系系友獎學

金、清寒獎學金、延攬優良師資、學生技術團隊研究經費以及

國際交流之用。

學生技術團隊耗材

費與出國補助
200

清大賽車工廠自行打造新車參加國際方程式賽事、機器人團隊

(DIT) 赴歐洲參加國際機器人大賽，此筆經費將補助學生技術團

隊研發及研究用耗材及出國參賽費用，鼓勵學生組隊實踐夢想。

動機系友獎學金 200

動機系友獎學金旨在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系就讀以提升本系學

生素質，111 學年度起入學，符合資格者將提供一年國際名校

交流 / 交換獎學金。

動機 50 周年系慶 200

1. 改善及修繕動機系教室、研討室、公共空間；建造動機主題

意象牆，以展現動機 50 周年之新氣象。

2. 辦理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術界及業界傑出校友返回母系分享。

醫工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醫工所發展基金 50

1. 補助教師、學生出國參加研討會。

2. 協助新進教師開辦實驗室。

3. 提供博士生獎助學金，吸引博士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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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材料系獎助學金 100

本系招收並培養頂尖學生，為鼓勵家境清寒但努力向上的學生

在無經濟後顧之憂下專心向學，設有 80 級、82 級、85 級、

劉國雄教授、吳泰伯教授等多項獎學金，並設有博士生獎學

金，提供清寒學生最強的後盾。

材料系永續基金 300

本系除為臺灣最好的材料系外，也朝世界頂尖之目標邁進，故

成立「材料系永續基金」，作為遴聘優良師資、招募優秀學生

以及辦理各項特色活動的經費來源。

材料系新系館建

設基金
10,000

本系材料科技館及材料實驗館等館舍使用已 40 年，除因地震

導致結構受損，並面臨樓板層老化、漏水、磁磚剝落、天花板

鏽蝕坍塌、水電管路不易維修等問題，影響學生學習品質及安

全，規劃建設新系館，以提供更優良的學習環境。

工工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冷氣汰換 100

工程一館部分教室與學生研究室冷氣已到使用年限，為提供優

質學習環境並有效使用冷氣、提高教學與研究效能，2022 年

系上預計更換四台箱型冷氣，學習效能加倍提昇。

新聘教師補助 100

本系教師陸續退休，面臨師資斷層及傳承危機，本系配合工學

院籌募之「樹人基金」，期望以提升薪資之實際行動支持優秀

年輕學者，希冀吸引人才回流，相信可讓本系為社會培育出更

多優秀的人才。

學生專題與獎助

經費、系友活動

推動

50

1. 為訓練本系大學部學生實際運用工業工程所學之經驗與思考

解決問題之能力，激發創意與創新思維，訓練學生「動腦想」

與「動手做」的統整性實作課程。為協助本系優秀學生努力

向學、順利完成學業，亦透過此獎助學金鼓勵系上同學踴躍

爭取出國交流機會、拓展學術視野。

2. 每年定期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專題演講等，透過畢業系友

成就分享，讓在校學弟妹從中獲得業界的實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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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微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奈微所關懷學

生捐款
50

1. 協助本所清寒同學於就讀期間能無後顧之憂，順利完成學業。

2. 鼓勵學生到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前往，或與知名學術機構進

行交換學生，提昇國際視野及增廣見聞。

3. 畢業生校友會，所學會及奈微之友聯誼會等相關活動之補助。

4. 媒合應屆畢業生工作機會。

奈微所研究發

展捐款
50

增進學習資源 ( 學習、研究平台及環境維護 )。促進產學合作補助

本所與產業界之相關媒合活動。

工學院學士班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活動補助款及

獎學金
50

1. 鼓勵學生利用暑假赴海外進行短期研究或修課。

2. 鼓勵學生暑期做好規劃，提升自身競爭力。

3. 獎勵領航專題表現優異學生，提升學生創新及跨領域能力。

4. 幫助弱勢學生增加國際視野機會。

5. 其他補助用於提升實力及凝聚力的活動用途。

◆聯絡窗口：( 一 ) 工學院 - 洪小姐 03-5715131#33702/coeia@my.nthu.edu.tw
( 二 ) 化工系辦 - 03-5719036/che@che.nthu.edu.tw

( 三 ) 動機系 - 黃小姐 03-5715131*33771/cjhuang@mx.nthu.edu.tw

( 四 ) 材料系 - 黃小姐 03-5715131#33832/yihuang@mx.nthu.edu.tw

( 五 ) 工工系 - 謝小姐 03-5742935/wwshieh@mx.nthu.edu.tw

( 六 ) 奈微所 - 鄭小姐 03-5715131#62400/mems@my.nthu.edu.tw

( 七 ) 醫工所 - 宋小姐 03-5715131#35500/bme@my.nthu.edu.tw

( 八 ) 學士班 - 蘇小姐 03-5715131#33602/ipe@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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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原子科學院     

工科系 / 核工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百合永續基金 100
孳息做為系上系務基金運用，提升學術水準與競爭力，讓母

系得以永續成長。

柏克萊菁英獎學金 150 

工科系將與美國柏克萊大學核工系合作進行 3+1+X 方案：3

年在工科系 +1 年在柏克萊核工系 + 之後可以申請柏克萊核

工碩士 (1 年 ) 或是博士 (X 年 ) 。參與本計畫同學可以獲得清

華大學學位與柏克萊核工碩士或是博士學位。預計每學年至

多選送 5 位同學，每位補助 25-30 萬。

醫學物理教育基金 500

1.「醫學物理」為核工所重點研究領域之一，此基金將用以

招募與培育優秀的醫學物理人才。

2.「核輻射度量實驗」一向為從事核能工業與輻射應用者必

修之課程，亦是本校所開授之全國唯一的課程；現今核輻

射度量儀器已逐漸邁向數位化，而實驗室大部份教學設備

依舊為老舊之類比產品，教學與研究的品質皆難以提昇，

故需要將核輻射度量實驗室設備擴充及更新。

優秀新進年輕教師

彈性薪資
150

為因應國際人才競爭，強化延攬及留任國內外頂尖人才，希

望爭取經費為新進年輕優秀教師加薪，在與國外大學競逐人

才時更有優勢。

醫環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榮退教師紀念迴廊 40 

原子科學院是為清華歷史最為悠久的學院之一，有著光榮的

歷史與傳統。醫環系的前身是為原子科學系，更與原子科學

研究所之歷史緊密結合。本系將以一榮退教師紀念迴廊，結

合歷史文獻牆與醫環系館特有的戶外空間，紀念如翁寶山教

授、蘇清森教授、鍾堅教授等許多為本系付出巨大貢獻之師

長。並另設置榮譽傑出系友紀念牆，記錄師生與系所一同成

長之點滴。

醫環系清寒學生助

學金
100

「醫環系清寒學生助學金」是為了幫助有志向學，但因為家

庭環境因素，以致有失學可能的系上學弟妹，提供了基本安

心求學的保障，急需你我共同參與支持，讓這盞明燈能繼續

照亮每一代的優秀青年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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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環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分環所研究捐款 100 
協助本所研究實驗設備添購及內部軟硬體更新維修，並協助新

聘教授建立實驗室，以嘉惠學子，提升分環所研究聲譽。

分環所獎助學金 100

1. 獎勵於專題研究上優秀學子。

2. 鼓勵師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

3. 弱勢生及外籍生獎助學金。

原科院學士班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原科院學士班永

續基金
200 

本班成立十年，師長與系友慷慨解囊協助本班建置各項獎學金，

如成績優異獎學金、專題研究獎學金等，以嘉惠學弟妹 ¸ 並為學

士班教育注入嶄新能量。本班未來將更著重於培養及拓展學生

國際視野，鼓勵同學踴躍爭取出國交流機會，提高國際競爭力。

期望更多系友慷慨捐贈，相信可以為社會培育出更多優秀的人

才，為母系爭光！

原科院學士班清

寒獎學金
100 提供家境清寒學生申請，砥礪激發其向上精神，以俾完成學業。

◆聯絡窗口：( 一 ) 工科系 - 黃小姐 03-5715131#34208/ne_ess@ess.nthu.edu.tw
( 二 ) 核工所 - 劉小姐 03-5730787/ne_ess@ess.nthu.edu.tw

( 三 ) 醫環系 - 黃小姐 03-5715131#34214/huang.y@mx.nthu.edu.tw

( 四 ) 分環所 - 楊小姐 03-5715131#35522/iaes@my.nthu.edu.tw

( 五 ) 學士班 - 陳小姐 03-5715131#62352/ipns@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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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國際學術交流、

大學部實習與系

上學術活動

50

1. 補助實習與課外學習活動：本系支持大學部學生至海外實習及

課外學習活動，以擴展視野並培育專業知識與技能。

2. 辦理推廣教育「月涵學堂」：研發語文教材與教法，開設高中

教師寫作課程、國際生暑期課程。成立以來與國外大學（如哥

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合作，開設高階華語文化密集專班及

漢學課程等，促進國際交流，提升清華及本系國內外學術聲望。

語言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國際交流、研究

設備補助
20

語言學研究所為國內國立大學中歷史最悠久之語言學研究所，

30 年來為培養我國語言學後進之重要搖籃，本所捐款經費將供

以下用途：

1. 補助研究生參加國外研討會及前往國外學術機構進修及參

與，研究開闊本所研究生國際視野。

2. 購入研究設備

為了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建構優質語言學研究環境，我們

將持續發展語音實驗室，需要提供設備經費挹注，俾便順利

購入超音波等構音研究設備，以作為學生語言學多元發展之

後盾。

3. 進行跨領域研究計畫或合作關係

為促進語言學領域的分享交流，我們將積極進行跨領域研究

計畫或合作關係，開拓本所研究視野及提昇國際能見度，並

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語言學研究。

社會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年輕學者獎學金 50

社會學研究所為激勵學生努力向學並爭取表現優異、且具學術

發展潛力之新生入學就讀，提供碩、博士班研究生獎學金，以

期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學術研究人才。

紀念吳泉源老師

經濟、科技與社

會跨領域獎學金

50
為紀念吳泉源老師並鼓勵清華大學研究生進行經濟、科技與社

會跨領域之研究，特設立本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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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達勤紀念獎學金 50

為幫助與鼓勵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學子，並紀念周勤貞女

士與趙叔（淑）達先生，特設立本獎學金。本獎學金設置以下

兩部份：

1. 達勤獎學金：清華哲學所碩一入學陸生一位 ( 如無則頒給

碩一入學新生一位 )、碩一入學外籍生一位，以及博一入學

新生兩位。

2. 達勤碩士論文獎：凡清華哲學所碩士班畢業生以其碩士論文

獲台灣哲學學會碩士論文獎者，皆可得獎。

華文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舉辦學術會議及工

作坊、敦聘駐校作

家或榮譽講座、獎

助移地研究、獎助

學生

56

1. 持續辦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湛華華文研究生

及大學生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會議或工作坊。

竹塹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5th-zhuqiantw/

湛華網址：https://reurl.cc/jgYEnq

2. 敦聘駐校作家，邀請作家到校演講，舉辦工作坊，開設微

學分課程，以開拓學生的眼界，鼓舞學生的創作熱情。

3. 舉辦清華華文詩歌節，希望能讓詩歌動人的力量充滿整座

校園。

4. 敦聘榮譽講座，邀請專家到校演講，協助掌握最新研究趨

勢及成果。

5. 鼓勵師生移地研究，以貼近研究相關場域、收集資料。

6. 鼓勵優秀學生赴海外發表論文，以拓展學術網絡，並與海

外學者或作家交流。提供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用心向學，

以獲致較佳之學業表現。

◆聯絡窗口：( 一 ) 中文系 - 羅小姐 03-5713677/CL@my.nthu.edu.tw  
( 二 ) 語言所 - 翁小姐 03-5718615/ling@my.nthu.edu.tw

( 三 ) 社會所 - 郭小姐 03-5715131#62229/iosoc@my.nthu.edu.tw

( 四 ) 哲學所 - 劉小姐 03-5715131#34338/philos@my.nthu.edu.tw

( 五 ) 華文所 - 陳小姐 03-5715131#72601/sinophone@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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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生命科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生命科學暨醫

學大樓
128,000 

因應生科院未來發展及學士後醫學系設立所需，積極籌建「生命

科學暨醫學大樓」，為當務之急。

伍焜玉院士學

術講座
100 

伍焜玉院士捐贈其總統科學獎獎金，為表揚基礎學術研究卓越之

學者，為清華學子樹立研究楷模，傳承生命科學的研究精神設置

本講座，本年度募款目標新台幣 100 萬元。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kwuliterature/

國際雙聯博士

學位助學金
1,200 

獎助修讀「與大阪大學、利物浦大學等國際雙聯博士學位學程」

學生，核發 240 萬元 /1 年 2 位，共 5 年，補助學生機票、生活費等。

整體教學研究

環境提升
1,000 

1. 紀念生科院創院院長黃秉乾院士，建置生科二館 117 教室為「秉

乾講堂」 http://140.114.97.112/PCmemory/

2. 文念慈圖書館活化：有效利用活化圖書館空間。

3. 既有館舍維護與修繕，建設一系列翻轉教學教室，包括多媒體

教室與創意發想空間，拍攝數位教材，推動線上學習。

◆聯絡窗口：( 一 ) 楊子儀小姐 03-5742771/show@life.nthu.edu.tw
( 二 ) 徐雅慧小姐 03-5742769/yhhsu@life.nthu.edu.tw
( 三 ) 唐嬿貞小姐 03-5731040/life@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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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電機系優秀學生

獎學金
200

清華電機肩負頂尖學校「科技人才搖籃」的使命，持續培養深廣

度兼備、熱愛探索知識的學子。近年來高等教育面臨諸多挑戰，

為了要持續帶動人才培育，仍需要更多的資金挹注，鼓勵具強烈

動機、積極進取的優秀高中畢業生進入本系就讀。本系誠摯需要

您的念顧，您的心意，將謹慎地投入最有效的運用。

資電館教室設備

活化修繕經費
400

資訊電機館為電機系除了台達館外，最重要的研究與教學空間。

目前一樓教室、四樓會議室各項設備老舊且空間年久未修，但宥

於學校經費有限且無法支應老舊建築設備大幅更新改造，期盼系

友、企業及熱心人士慷慨捐款，成為推動各項軟硬體提升的重要

支柱，讓電機系舊館教室的整新，成為清大學生最常來的共享共

創空間。

電機系清寒

獎學金
200

電機系友們捐款成立「電機系暖暖獎學金」提供獎學金讓弱勢學

弟妹專心學習成長茁壯，將來也牽起彼此暖暖的手，來回饋學校

電機系和社會，一起注入許許多多暖暖的感動和快樂。此外，本

校「旭日計畫獎學金」，協助社經弱勢、教育資源缺乏，但具有

潛力、逆光飛翔的優秀學子獲得機會進入本校接受教育。捐助金

額不限，但各界聚沙成塔，能確保受助學生於大學四年求學期間

能免於斷炊，助其安心向學。

電機系友講座及

系友導師計畫與

其他系友會活動

200

系友會辦理各項系友師生交流活動，加強系友，教授，和學生連

結。如 TEEN 講座邀請系友談電機人創業心得分享、科技創新知

識和專業興趣發展等，獲得清華師生熱烈迴響；加強學生與業界

聯繫，每位學生都有業界導師陪伴；系慶活動辦理為促進各級系

友縱向與橫向交流，有效連結人脈，豐富生活與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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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資工系國際交流

獎學金
150

1. 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科技部雖有補助來回機票與註冊費，

但每位學生每年度只能申請一次，且一篇論文只能補助一位學

生出國，因此部分學生仍需自籌出國費用。為勉勵在學優秀學

生出席頂尖國際會議，本獎學金將補助學生出國所需費用，讓

學生得以專注於學術研究。

2. 補助學生出國交換與實習：部分學生透過自己的能力，找到國

外交換與實習機會，為減輕學生籌措旅費等經濟壓力，本將學

金將幫助同學完成出國交流的夢想，拓展國際視野。

資工系五年雙學

位獎助金
90

鼓勵本校優秀大學部學生繼續留在本系攻讀碩士學位，成為我們

的「預研生」，因符合資格同學逐年攀升，造成研究生獎助金每

年不足以負擔這筆費用，因此編列此獎助金，希望藉由系友們幫

忙，給予優秀學生持續進修的動力。

每位學生可獲補助項目 :

1. 可獲獎助學金 66,000 元。

2. 享有 2 年免費使用游泳池優待。

3. 正式成為本系碩士生後，本系提供 9 學分之學分費。

錄取名單網址 :https://reurl.cc/6EZbKb

資工系安心就學

助學金
50

幫助清華大學資工系清寒、急難學生安心向學

公告網址 :https://reurl.cc/e63Vkx

資工系旭日永續

基金
220

希望能以募得 220 萬元為目標，日後得以在不使用到本金的狀況

下，每年以 220 萬之孳息，支持 1 位資工系旭日學生 1 學年的

獎助金 ( 以利息 4-5% 換算，每年大約有 10 萬元孳息 )，以期達

到永續支持的目的。

資工旭日永續基金緣由 :https://reurl.cc/qO5Kap

◆聯絡窗口：( 一 ) 電機系 - 曾小姐 03-5162190/jenny@ee.nthu.edu.tw
( 二 ) 資工系 - 濮小姐 03-5731217/hjpu@c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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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科技管理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科管院優秀青年學者 432

為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並提升本院之國際影響力，科管院

優秀青年學者計有：信驊青年學者 1 位、厚德會青年學者

1 位、科管院優秀青年學者若干名，每位獎助 36 萬 / 年，

共 4 年。

科管院新館建築經費

美金 100 萬

( 台幣約

2 千 8 百萬 )

科管院於 2020 年成立滿 20 周年，即將邁入下一階段，評

估原有空間不足及考量未來發展需求，近期適逢學校辦理

南校區二期擴校計畫，擬增設科管院新館，未來將進行可

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等後續工程，預計於 2026 年底

興建完工。

新館量體預留容積樓地板面積：地上七層、地下二層。總

樓地板面積 11,742.4 平方公尺 ( 約 3,552.1 坪 )。預估總工

程經費 5.2 億元。

台積館 3F 學習資源

中心空間裝修
500

為碩士生與大學部系學會共同使用空間，約 140 坪空間，

未來將提供學生個人閱讀區、輕讀區、系學會多元活動區

( 可舉辦小型演講 )、系學會空間等。

計財系 50 補助學生活動、學術交流、學術研討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00

1. 為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國外各項競賽，擬提供學生獎學

金以茲鼓勵。因參加國際競賽各項支出所費不貲，若能

獲得學生相關費用的贊助，必能獲得更大成效。

2. 提供穩定獎學金吸引優秀博士生全職投入研究。

3. 辦理專業演講及學術研討會相關籌備費用。

◆聯絡窗口：( 一 ) 科管院 - 盧小姐 03-5162100/ctm@my.nthu.edu.tw
( 二 ) 計財系 - 劉小姐 03-5742442/qf@my.nthu.edu.tw
( 三 ) 科法所 - 林小姐 03-5742427/lst@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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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竹師教育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建構專業場域及擴

充學習教材
60

數理所擬建置符合未來科技的「數學與科學教育實驗室」，包

含科技未來、科普展演、創客、科學與數學繪本教室。

提升學術專業 70

1. 為提升學生的學術專業能力，擬提供經費支持讓學生參與

研討會或工作坊，並辦理葵花寶典教師甄試工作坊及教師

檢定相關工作坊；為讓清寒學生能夠安心就學，擬提供優

秀清寒學生獎學金。

2. 為提升教師的實務專業能力，擬辦理中小學在職教師的專

業成長工作坊或研習，並提供地方數理教育輔導及科普相

關推廣活動。

拓展國際能見度及

影響力
230

1. 為提升本院系所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將邀請國外知名學

者訪問或擔任短期客座教授，以及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 為吸引優秀國外學生來本院就讀，擬提供獎學金，讓學生

能夠在台安心就學並努力進行研究。

3. 為提升學生國際視野，擬補助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以及選

送學生參與短期學術交流及教學場域見習與試教。

( 幼教系 100 萬元、英教系 50 萬、數理所 80 萬 )。

◆聯絡窗口：( 一 ) 幼教系 - 蔣小姐 03-5715131#73201/linece106@mail.nd.nthu.edu.tw
( 二 ) 英教系 - 蔡小姐 03-5715131#76701/hanjia@mx.nthu.edu.tw
( 三 ) 數理所 - 王小姐 03-5715131#78601/w99029@mail.nd.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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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第三屆「〝有 A 的

STEM〞 科 普 藝 術

獎（競賽）」

50

清華大學創辦台灣「〝有 A 的 STEM〞科普藝術獎（競賽）」

與展覽（藝術學院與科藝中心合辦），目的在提倡 STEAM 跨

學科創意教學，鼓勵績優小學教師結合電、磁、光、水、空氣、

視覺、聲音、力學、化學、運動…等，以互動裝置藝術與設計

呈現，展現 STEAM 跨學科精神。我們期望籌募第三屆獎金與

成果展覽費用。

（活動 FB：https://www.facebook.com/steam123.cc/）

藝設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提升學術專業 100

為提升本系學生國際能見度以及專業能力，擬辦理下列國際活

動及研討會：

1. A3 國際交流展：與日本上越大學國際交流合作，募款經費包

括作品運送、參展費用，預計 30 萬元。

2. 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藝術領域學者專家至本校進行專題講

座，預計 50 萬元。

3. 文創工作營：補助學生進行文創商品創作，產學合作，預計

20 萬元。

學生班展及畢業展 100
學生創作材料補助、展覽場地租借費、作品運輸費用、展示設

計規劃執行相關費用。

線上教學設備 ( 智

慧 錄 播 站 及 USB

視訊會議攝影機 )

60
為因應疫情嚴峻，充實線上教學設備，達到上課無國界，補助

視訊課程所需，擬添購「智慧錄播站及USB視訊會議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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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鋼琴購置
681

現有學生練習鋼琴老舊，音準不穩定，經常修整。優質及

充足的設備才能吸引優良的師資暨學生，好的樂器呈現優

美的聲響，影響演奏及學習。預計 10 台總計 681 萬元。

大鍵琴、低音大提

琴購置
215

1. 除為配合系上古樂發展外，大鍵琴為巴洛克時期之主要

樂器，可促進學生對於此時期音樂風格的理解、學習、

詮釋與實踐，預計 200 萬。

2. 低音大提琴 1 把，主修此項樂器學生人數增加，樂器龐

大，不敷使用，預計 15 萬。

音樂系琴房整修及

鋼琴整音工程
70

1. 二樓學生琴房 (5 間 ) 為學生練習使用，使用頻率頻繁，

地毯污髒不易清洗，吸塵器效果不彰，且管樂器練習會

增生大量水蒸氣滴落地板，造成衛生及潮溼問題外，影

響鋼琴維護保存，擬更改為木質地板，預計 50 萬。

2. 鋼琴因老舊須藉由整音工程使其音色、觸鍵敏銳，以利

提昇授課品質，預計 10 台鋼琴共 20 萬。

線上教學設備 60
因應疫情嚴峻，原有系上之大師班講座課程活動，多改為

線上執行，為持續增進學生學習之效益，擬建立線上設備，

維持教學品質。

科技藝術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3D 容積掃描實驗室 500
科技藝術研究所為本年度獲教育部無條件通過之新設研究

所，並以「虛擬藝術」與「生物科技藝術」為發展之雙主軸，

成為台灣唯一具獨特性之科技藝術研究所。為籌備科技藝術

研究所能順利上路，需擴建「3D 容積掃描實驗室」及「生

物藝術實驗室」。

1. 3D 容積掃描實驗室設備包括 120 台高階相機陣列串連、

專業攝影棚燈具 5 組，以及高階算圖電腦 5 套。

2. 生物藝術實驗室，包含：實驗所需組織培養室、實驗室冷

藏箱、培養箱、循環冷卻槽等。

生物藝術實驗室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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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學士班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院學士班擴充更新教

學設備及展演教學研

究空間
300

本班今年取得南大校區第二活動中心的三樓空間，即進行修

繕與教學空間規劃，為改善環境雜亂並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希冀更新及添購科技藝術設備暨爭取展演教學研究空間改建

經費，預計 300 萬元 : 

1. 南大校區第二學生活動中心目前已陸續進行改建工作，但

因經費不足，導致部分施工停擺，希冀能募得充足款項，

繼續執行改建計畫，以提供師生專屬教學研究展演空間，

預計 60 萬。

2. 虛擬影像教學工作室設備 : 因應課程需求，學士班擬建構

「虛擬 / 擴增實境沉浸研究室」與「動態捕捉工作室」，

供教學、研究、創作、實驗使用，預計 200 萬。

3.微電子互動教學設備: 30套Arduino微電子、30套樹莓派、

30 套 Leap motion…等相關電子零件，預計 40 萬。

展望 AI 新媒體藝術：

AI Beethoven
80

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跨國合作，擬舉

辦跨國展演，以全息投影 Holography 的裝置方式展示 AI 數

位音樂與科技藝術創作，並探索新的美感經驗及其美學觀。

學生系展及畢業展 100
學生創作材料補助、展覽場地租借費、作品運輸費用、展示

設計規劃執行相關費用。

◆聯絡窗口：( 一 ) 藝術學院 - 吳小姐 03-5715131#78801/coa@my.nthu.edu.tw  
( 二 ) 藝設系 - 王小姐 03-5715131#72901/wjy@mx.nthu.edu.tw
( 三 ) 音樂系 - 黃小姐 03-5715131#73101/yuyu@mx.nthu.edu.tw
( 四 ) 科技藝術研究所 - 李小姐 03-5715131#78802/giat@my.nthu.edu.tw
( 五 ) 院學士班 - 李小姐 03-5715131#78802/ipta@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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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自籌所需經費    清華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 單位：萬元 )

說明

通識躍升募款計畫 100

通識教育以培養學生具有宏觀的知識視野，清晰邏輯能力和身

心靈發展均衡的知識份子為目標，在此科技發達的時代裡，應

更強調跨域思維的交融，以及思辨與實作的能力。據此，為營

造一個有深度內涵且又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除例行性課程之

外， 2022 年清華通識將以「梅貽琦校長逝世六十週年紀念」

為主軸，辦理「通識座談會」及「通識人物講座」，追念一代

學人風範之際，冀能激勵通識教育之未來發展；另也持續辦理

「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京劇新美學」及「通識旅讀」系

列課程等計畫以深化通識教育。

◆聯絡窗口：朱小姐 03-5717586/chu.yh@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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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及帳號相關資訊

(一)國內捐款方式:

(A)臨櫃匯款

銀行 戶名 帳號 

台灣銀行新竹分行(代號 004) 國立清華大學 401專戶 015-036-070-041

(B)ATM轉帳或網銀轉帳

銀行 戶名 帳號 

玉山銀行(代碼 808) 國立清華大學 405專戶 0060-951-891666 

(C)郵政劃撥

銀行 戶名 帳號 

郵政劃撥 國立清華大學 16683926 

(D)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開立「國立清華大學」，並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郵寄至本校「秘書

處財務規劃室」。 

(E)現金捐款

本人或委託送交或以現金袋以掛號郵寄至本校「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F)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捐款單」(附件一)，並請於單上註明指定用途，填妥後，掛號郵寄或

傳真至本校「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G)線上捐款

網址：https://giving.nthu.edu.tw

※捐款後請與本校秘書處財務規劃室聯繫，告知捐款收據開立資料。

(捐款用途、收據抬頭、統編、聯絡電話、回寄收據之地址、芳名錄資訊...)。

(二)國外捐款方式:

(A)北美基金會(適用於美國、加拿大，可節稅。見《附件二》)

1.網址(含線上捐款)：https://www.nthu-na-foundation.org/giving

2.連絡人：NTHU-NA Foundation 777 Alexander Road, suite 102,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treasury@nthu-na-foundation.org 

3.北美基金會收到捐款後，會開立收據寄給捐款者

(B)Give2Asia(適用於美國、加拿大，可節稅。見《附件三》)

1.網址(含線上捐款): http://www.give2asia.org/nthu

2.Give2Asia收到捐款後，會開立收據寄給捐款者

(C)電匯(無法減免在地所得稅)

⚫ Bank Name : Bank of Taiwan, Hsinchu Branch

⚫ Bank Swift Code : BKTWTWTP015

⚫ Bank Address : No. 29, Linsen Rd.,North Dist.,Hsinchu City 300,Taiwan (R.O.C.)

⚫ Beneficial Name :「國立清華大學」或「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ccount Number : 015-036-070-041

⚫ 匯款後請與本校秘書處財務規劃室聯繫，告知捐款收據開立資料。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連絡方式:

電話: 03-5162487、03-5162488  傳真: 03-5162489  Email : dud@my.nthu.edu.tw

聯絡地址: 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清華大學旺宏館 R718「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捐款方式及帳號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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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清華大學捐款單(抵免中華民國稅款適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傳真或 Email寄至國國立立清清華華大大學學財財務務規規劃劃室室)) 

捐款資料(必填) 
*依收據資料可 100%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 

收收據據抬抬頭頭  
(姓名 或 

機構名稱) 

 身身分分證證字字號號  或或    
統統一一編編號號  

(供電子申報扣抵稅使用) 

 

聯繫窗口  

與 

聯繫方式 

□窗口姓名同收據抬頭 

□窗口姓名非收據抬頭，或為機構捐款，請留聯繫窗口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傳真：(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收據寄送 

地址 
□□□ 

身分別 
(可複選) 

□校友，畢業系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教職員工  □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社會人士  □學生家長  □百人會員   

服務單位 (機構)                              (職稱) 

捐款用途 

□指定用途類別： 

   □設備提升  □建築設施  □清華永續基金  □講座與獎勵經費  □學生活動 

   □特定教學單位用途  □研究及學術研究經費  □獎助學金 

   *請詳述指定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指定用途(清華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以發揮最大綜效。 

捐款金額 新臺幣                  元整 (若使用信用卡定定期期定定額額，請於捐款方式欄位填寫金額) 

致謝抬頭 □同「收據抬頭」   □其他：                         □不需致謝感謝函(狀)及禮品 

公開徵信 

芳名錄 

□同「收據抬頭」   □同「致謝抬頭」    □不同意(將統一以「愛校人士」公告)  

*芳名錄(含捐款金額、捐款用途)將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捐款方式（以下請擇一填寫） 

□信用卡 

  授權 

持卡人名：                     。 授權碼(由本校填寫)               。 

發卡銀行：                     。 卡別：□VISA    □MASTER    □JCB。 

卡號：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期限： ____月/20____年。持卡人親簽(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 

□單筆捐款 

□定期定額捐款：□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本人願意自西元______年____月至西元______年____月期間，共______次， 

  每次固定捐款新台幣_________元整，捐款金額總計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歡迎使用線上信用卡刷卡系統：https://giving.nthu.edu.tw (請於網站主選單點選「我要捐款」) 

□銀行臨櫃 

  匯款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銀行代碼 004)，戶名：國立清華大學 401 專戶，帳號：015-036-070041， 
請填妥本單並連同匯款收據或轉帳明細，傳真、郵寄或掃描 email 至本校財務規劃室。(請註明捐捐款款用用途途) 

*請於匯款後提供匯款單據上的匯款人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利對帳用) 

□ATM 或 

  網銀轉帳 

玉山銀行(銀行代碼 808)，戶名：國立清華大學 405 專戶，帳號：0060-951-891666， 
請填妥本單並連同轉帳明細，傳真、郵寄或掃描 email至本校財務規劃室。(請註明捐捐款款用用途途) 

*請於轉帳後提供轉帳帳戶後五碼：__ __ __ __ __ (以利對帳用) 

□現金或 
  支票 

支票抬頭「國立清華大學」，並請註明禁禁止止背背書書轉轉讓讓，請填妥本單並連同現金或支票，以掛號寄至本校財務
規劃室。 

□郵政劃撥 戶名：國立清華大學，帳號：16683926，請於劃撥單上通訊欄或備註欄上填寫捐款資訊(請註明捐捐款款用用途途) 

*本校係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基於辦理捐款相關業務，蒐集、處理及利用捐款人的個人資料。2022/01/14 修訂 
     

國立清華大學財務規劃室       電話：03-5162487(孫小姐)、、03-5162488(馮小姐)       傳真：03-5162489 
Email：dud@my.nthu.edu.tw    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旺宏館 R718)     https://giving.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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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U-NA Foundation
國立清華大學北美基金會

Donations to NTHU-NA Foundation, a 
501(c)(3) organization, are tax-deductible
as allowed by law.

NTHU-NA Foundation 國立清華大學北美基金會 EIN: 83-0689060
777 Alexander Roadsuite 102, Princeton, NJ08540 Web: https://www.nthu-na-foundation.or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orth America Foundation 

1. Donor Information*

Name  _  _  __ Address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Phone E-mail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For NTHU alumni: Class Year School/Department

* Donor’s information may be shared with beneficiaries unless a “X” is marked in the following box:

□ I want to keep m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2. Donation

Amount of Cash: $ 

Other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3. Application Preferences
□ NTHU-NA Foundation Operation □ Junshan Concert Hall 君山音樂廳計畫
□ Sunrise Scholarship 旭日計畫獎學金 □ Cheng Kung Lake Restoration 成功湖整治計劃
□ General Purpose 清華永續基金 □ Class Donation (Department) (year) 

□ Other _  _ _ _ _ 

4. Payment Method:
□ Check. I will send my check payable to NTHU-NA Foundation. 777 Alexander Road suite 102,

Princeton, NJ 08540
□ Other. I will contact the Foundation.

5. Certification
I acknowledge that my donation is irrevocable and, upon acceptance, becomes the property of NTHU-NA
Foundation. I understand that my preference(s) regarding NTHU-NA Foundation use ofmy donation is a non- 
binding recommendation and that the organization’s Board of Directors makes all grant decisi ons in its sole
discretion. I recognize that NTHU-NA Founda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donations income sources
and decline donations. I also acknowledge that a portion of the amount donated may be retained by the
Foundation to cover administrative fees and out-of-pocket expenses.

Date:  _ _   _   _   _   _______ Signature: _   _  _   _   _   _ _ _ 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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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UND AT GIVE2ASIA 
HOW TO GIVE 

Give2Asia |  600 California St., 11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USA  |  415.967.6300  |  www.give2asia.org  |  Twitter @give2asia

This document outlines how donors can suppor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with U.S.-based 
assets by making tax-deductible contributions to Give2Asia. Donors with Hong Kong assets should contact 
Give2Asia to receiv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king a Hong Kong tax-deductible donation.   

Background & Tax Deductibility 
Give2Asia is honored to partner with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o connect with its U.S. 
supporters. Gifts for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und at Give2Asia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U.S. law.  Give2Asia is recognized as a tax-exempt public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D# 94-3373670).  

According to the IRS as of the drafting of this form, “In general, contribu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may be deducted up to 50 percent of adjusted gross income.” Give2Asia does not 
offer tax advice and recommends you speak with a financial advisor to understand how best to 
structure your gift for maximum tax benefit. More guidance from the IRS can be found here: 
https://www.irs.gov/charities-non-profits/charitable-organizations/charitable-contribution-
deductions 

If you are a donor with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Give2Asia
Individual & Family Services 
Tel:  415.967.6344 / 415.967.6346 
Email:gifts@give2asia.or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tion 2, Kuang Fu Road 
Hsin Chu City ,Taiwan 
Tel: 886-3-5162487 
Email: dud@my.nthu.edu.tw 

Making a Donation 
To make a credit card donation online, simply visit: http://give2asia.org/nthu. To donate with a 
check, money order, wire transfer, or securities transfer,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form and 
mail to Give2Asia, 600 California Street, 11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You can also email a completed form to gifts@give2asia.org or fax to 415.967.6290 

I Donor Informatio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eet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State, Postal Code,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nd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ommended Purpose (if applicab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es,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monthly updates about charitable projects in Asia. 
 I would like my donation to be anonymous.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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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alculating A Gift Amount
All incoming donations will be assessed a small fee to cover Give2Asia’s work: 7% for the first $100,000 of a gift, 3% 
for any portion between $100,000 and $500,000, and 1% for any portion over $500,000.  Please use one of the 
options below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your gift.  More info at give2asia.org/pricing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in the amount of _________________, and I understand that
Give2Asia’s fe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is amount.

or 

 I would lik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o receive a grant in the amount of  __________________,
and I will use the table below to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that I need to contribute to cover
Give2Asia’s administrative fees.

Use the calculation below to determine your total tax-deductible gift to Give2Asia. 
 GRANT AMOUNT DIVIDED BY    WITH GIVE2ASIA FEE 

Grant amount that is US$100,000 or below ________ / 0.93 = _________ 
Amount that is above US$100,000 up to US$500,000 ________ / 0.97 = _________ 
Amount that is above US$500,000 ________ / 0.99 = _________ 

   Add right-side totals from the above calculations for your total gift  = _________ 

III. Contribution Options for Total Gift

 Check or Money Order enclosed payable to Give2Asia 

 Wire Transfer 
International Wire Information  
Bank Name: First Republic Bank 
Bank Address: 111 Pin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1 
SWIFT Code: FRBBUS6S 
Routing Number: 321 081 669 
Account Number: 8000 202 8216 
Account Name: Give2Asia (Incoming Wire - Zero Bal.) 

 Marketable Securities and/or Mutual Fund Shares (US only)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o your broker to transfer the securities: 

Charles Schwab & Co., Inc. 
DTC # 0164, Code 40 
Account #: 8697-0768 
Account Name: Give2Asia 

For all securities transfers, please indicate stock name and number of shares: 

Stock Name/Description            Number of Shar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either mail this form to Give2Asia, 600 California St., 11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email to gifts@give2asia.org, or fax to 415.967.6290. 





地　　址│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旺宏館 R718

　　　　　『清華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電　　話│ 03-5162487 孫小姐、03-5162488 馮小姐

傳　　真│ 03-5162489

E - m a i l │ dud@my.nthu.edu.tw

網　　址│ https://giving.nthu.edu.tw

2022
發展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