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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清華大學是頂尖學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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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推動國家產業競爭力持續向前邁進

的重要推手。

　　2020年的清華校園將啟動多項發展計畫，包括：打造水清、鳥語、浪漫的

「成功湖蛻變計畫」；申設「學士後醫學系」；在校本部南校區興建「藝術學

院」、「竹師教育學院」大樓；建立美術館、文物館、文學館及國際級的音樂

廳，使各領域師生在更優質的校園環境中切磋與交流。

　　清華大學不曾停止奮鬥的腳步，我們將以堅實的理工實力為根基，注入豐

富的藝術與人文涵養，期許培育出跨領域頂尖人才，為下一世代的全球競爭力

做好準備。竭誠期盼各界校友及社會賢達們以實際行動支持清華大學的發展！

您的挹注將協助本校建立更優質的教學及學術研究環境，我們珍視每位捐款人

的心意，讓您的點滴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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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培育優秀學

子的搖籃。

敬祝  

闔府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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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募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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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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長期校務 5,000

貳、國際化
國際志工海外服務計畫 500

國際交換學生 1,000

参、獎助學金 旭日獎學金、逐夢獎學金 2,100

肆、校園建物與環境活化
成功湖蛻變計畫 6,000

君山音樂廳 2,000

伍、各單位發展計畫 各單位發展與活動 2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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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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指定用途為校方統籌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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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以少子化勢必影響未來的

招生名額，可以預期將造成校方的財務負擔更為加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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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更具彈性的經費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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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及研究、推廣教育、產學合作、增置或擴充建築物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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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拜訪校友及愛校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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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清華國際化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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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肯亞國際志工 2019年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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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開甄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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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高本校之國際聲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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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服務

中感受提升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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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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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一系列的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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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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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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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費需求
　　國際志工團共有肯亞團、坦尚尼亞團、貝里斯團、馬來西亞團，共四個社團，今年募款目標金額為

500萬元，經費將運用於：差旅費、疫苗費、急救訓練、志工培訓及海外交通與生活費，人數共約55位，

此外預計再募二手電腦約43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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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多所姊妹校合約，其中有約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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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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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林雪平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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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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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台拉維夫

理工大學、以色列理工學院；澳洲地區：如澳洲拉籌伯大等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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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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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提昇國立清華大學在國際上之競爭力及學術地位。今年預估募款經費目標為1千萬

元。

5

日本名古屋大學交換學生 德國阿亨工業大學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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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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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獎助學金



一、旭日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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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個人申請」管道增設「旭日組」招生，降低成績篩選門檻，並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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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旭日組招生審查通過錄取，即於第一學年期間提供10萬元獎學金予每位經濟弱勢的旭日學生。第

二至第四學年期間，則依「旭日獎學金施行要點」規定，須學業成績及格始能繼續申請。

(三)生活關懷與學業輔導
　　清華大學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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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善的輔導措施，並安排第二軌導師制度，及時給予學生關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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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2學年度起至108學年度止，不重覆累積得獎人

數達226名，預計發放之獎學金合計已逾5千6百多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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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五)未來展望
　　108學年獲得旭日獎學金計152人，預計撥款1千4百58萬

5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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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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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日計畫相關資訊: https://giving.nthu.edu.tw

　　　　　　　　　	(六)109學年度經費需求：2千萬元。

 

旭日獎學金歷年支出(單位：新台幣元)
(108學年度支出預計於109年10月結算)

旭日獎學金歷年獲獎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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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實質行動捐助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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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為止，由清華學生提出的申請案件中挑選

出128組學生，「逐夢獎學金」一共幫助過1,145位同學的夢想開花結果，歷年補助總金額達16,37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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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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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四川達祖小學暑期支教-1 2019四川達祖小學暑期支教-２

2019賽車工廠-1 2019賽車工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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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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湖為清華大學重要的景觀地標，亦為所有師生的重要回憶，而划船遊湖更為眾多愛校人士所津津

樂道。然成功湖除雨水外並無其他水源補注，加上湖內並無水生植物，致使湖水無法有效轉為清澈狀態，

也無法舉辦親水活動。而漿砌卵石堤岸、欄杆及周圍環境亦日漸老舊，因此亟須整體改造，再現風華！

(二)計畫目標-打造「水清、鳥語、浪漫」成功湖
1.水質淨化

　為長期穩定水質，除栽植水生植物外，另輔以

　設置湖水過濾系統設施，以生態淨化及物理性

　過濾的方式，有效減緩湖水懸浮物及藻類滋生

　的問題。

2.整體形塑

　(1)既有鋪面

　　結合園林景觀設計中的「借景」、「創景」

　　、「暗喻」和「平衡」等手法，加深成功湖

　　的想像空間和美化意境。

　(2)碼頭休憩區及步道

　　步道更新為易於行走之型式，沿線種植耐陰

　　灌木、開花灌木及耐陰地被。

3.漿砌石岸綠美化

　種植薜荔、開花灌木，設置LED間接性照明。坡岸種植蛇籠或椰纖龍。

       　　　　　　　　　　　　　　　　　→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後 

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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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生栽植區

　種植固著性水生植物，以排樁固定，創造湖中生態棲所。沿湖岸種植睡蓮或荷花等浮水性植物。

　　　　　　　　　　　　　　　　　　　　→    

              

            

                      　　　 改善前                                   　　　　　　　　改善後　　

(三)未來目標
　　放水清淤工程、排泥設施改善、護岸修復、照明改善、划船遊湖、親水運動、永續生態、堤岸綠美

化、完善碼頭休憩區、步道整治、改善過濾循環系統、水質監測系統、強化維運管理。

　　成功湖是清華最重要的校園景觀之一，急需愛校人士們慷慨解囊，共同支持水質與景觀改善計畫，以

使其生生不息，永續永存！

(四)經費需求：6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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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山音樂廳
(一)緣起
　　清華現有的大禮堂建於1973年，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典禮、演講、藝文活動，是綜合性質的大禮

堂，但由於舞台設計、音響、座椅等未達專業音樂廳等級，無法舉辦高規格的音樂會。2018年沈君山前

校長辭世後，各界感懷並十分認同以他的名義打造一座新竹人可以聆賞高品質音樂的殿堂，認為這是紀念

沈校長最好的方式。

　　沈校長才情洋溢且長於理性推理，或許與他所學的天文物理有關，天體運行有著力學結構的理性，也

一直帶給世人文學戲劇所詠嘆的浪漫。沈校長對人是浪漫的，分析事情則非常理性，音樂的特性一方面格

律嚴謹、卻也十分浪漫。希望沈校長的人格典型，隨著音樂廳的樂聲繞樑三日，迴蕩於人們心中。

(二)改建構想

　　「君山音樂廳」建築量體將採地上三層，地下兩層的規劃，地面層主要空間為大廳跟觀眾席，二樓為

音控室、休息室，地下室為設備機房空間公共空間（盥洗室、備機房）、音樂廳附屬設施（儲藏室、大

型排練室、鋼琴室）。將補強結構、改善燈光音響、增建舞

台、更換座椅；同時增設無障礙電梯以利人員使用及設置貨

梯協助大型道具搬運等，預估經費達3.82億元，完工後將成

為可容納1,300位觀眾的專業級音樂廳，可供大型交響樂團

演出。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以改建與整修為適合音樂表演之空間為主，以

利於師生教學、創作與音樂、戲劇表演。設計規劃將配合

藝文、美學與表演之教學發展，公共安全、現行建築法令、

無障礙法規等需求，依現況整體性之整建及整修與進行相關

設備採購，整建後之音樂廳除為本校藝文、美學與表演之場

域；同時亦為提供大新竹地區大型音樂表演空間之場所。

(四)經費需求：目前缺口尚需2千萬元。



單位 所需經費(單位：萬元)

一、教務處 2,000

二、學務處 250

三、總務處 150

四、圖書館 300

五、理學院 1,967

六、工學院 3,300

七、原子科學院 1,290

八、生命科學院 6,200

九、電機資訊學院 2,070

十、人文社會學院 181

十一、科技管理學院 200

十二、清華學院 209

十三、竹師教育學院 6,330

十四、藝術學院 1,788

合計 26,235		

伍、2020年各單位發展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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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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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雙聯學位生
（含國際生及陸生）獎學金 2,000 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並促進國際與兩岸交流，

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能量，成為國際卓越大學。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學務處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畢聯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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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社團活動 200
學術性、音樂性、服務性、體育性、技藝性、綜合
性、自治性、藝術性、功能性社團之各類活動、成
果發表。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總務處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成功湖石雕標示牌製作計畫 50
為營造更好的休憩品質及環湖景觀，讓新進師生及
訪客能清楚認識校內景點並於湖畔留影，進而將美
麗校園風光公諸於世，擬邀請戶外公共藝術家創
作，於三座湖畔矗立具設計感之石雕標示。

相思湖石雕標示牌製作計畫 50

昆明湖石雕標示牌製作計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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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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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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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ib.nthu.edu.tw/cgi-bin/gs32/gsweb.
cgi/login?o=mysearchdb&gourl=/cgi-bin/gs32/
gsweb.cgi/introurl?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理學院

物理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物理系系館整建基金 600

物理系館中庭目前可辦理各式演講活動、音樂會、
系所畢業典禮、聚會等，但在酷暑時期，整體環境
的悶熱狀況有待改善。期望整建過後，能夠成為可
供辦理各種活動的好地方。此外，物理系系館有30
年以上的歷史，需要進行全面的翻新工程。

物理系系友獎學金(博生生獎學
金) 150

為鼓勵優秀及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本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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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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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協助新聘教授建立實驗室，以及購置實驗儀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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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汰換普化實驗式老舊抽氣手臂 138

本系普化實驗室抽氣手臂共52支，經常使用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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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實驗室需優先汰換46支，共需約138萬元。

汰換老舊排氣櫃 120 

本系實驗室排氣櫃200餘座，雖已汰換近100座，
礙於經費有限，仍有100餘座等待汰換(包含由舊館
移至新館之排氣櫃)，老舊排氣櫃雖然堪用，惟基於
實驗室安全、學生健康及節能考量，實有汰換之必
要。以2014年為例，汰換11座費用275萬元估計，
每座至少需30萬元，100座需求經費約新台幣3仟萬
元。106、107年無經費汰換。108年新聘教師，汰
換7座。109年預估新聘教師，需汰換4座，約需新
台幣120萬元整。

物化實驗室止流系統、促進系務
發展、新聘教師補助 82

1.物化實驗室擷取訊號的止流系統，目前已有老化
   現象，有些零件因時常使用被過氯酸腐蝕呈現半
   脫離現象，現已膠帶固定住，無法準確使用在設
   計的實驗上，須更新部份儀器設備。
2.系所每年4月配合校慶活動，舉辦系友回娘家活
   動，以增進系與系友間的情誼。
3.為聘僱優秀教師至本系任職，針對新聘助理教
   授、副教授、教授學術卓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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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天文所教室E化與整理 50 協助天文所教室設置E化講桌，教室設備更新等，讓
師生有更好的研究環境。

外籍研究生獎學金 50 增加外籍生研究生獎學金，招收優秀外籍學生。

新進教師開辦研究經費基金 100
協助新聘教授建立實驗室，以及購置實驗儀器，讓
延攬來的優秀教師能更快的步上研究軌道，提升天
文所研究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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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數學系獎助學金 87 提供家境清寒或成績優異學生申請，砥礪激發其向
上精神，以俾追求卓越。

國際學術交流、系上學術活動與
課輔及系友相關活動 50

1.邀請傑出客座教授、專家學者補助其生活費。
2.補助新進教師規畫本系各項學術活動及課輔措施。
3.系友回娘家活動以俾聯繫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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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與建模科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計科所電腦教室設備、研究生獎
學金 6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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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學生求學期間安心專注學習及鼓勵優秀學生
   就讀。

統計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博士生獎學金、新進教師研究經
費基金 8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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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加新進教師之教研資源，提升師資延聘之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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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工學院

工學院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樹人基金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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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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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醫工所發展基金 50
補助教師、學生出國參加研討會、協助新進教師開
辦實驗室、提供博士生獎助學金，吸引博士生就
讀。

化學工程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單操實驗設備改善、學生活動經
費、出國補助 650

實驗設備修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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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清寒/弱勢學生出
國交換計畫及參加國際競賽、學術研討會。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動機系友獎學金 200

以第一志願入學者，提供獎學金伍仟元至貳萬元；
申請入學成績為前三名者另提供第一年免學雜費。
與柏克萊工學院簽訂培育計畫「3+1+X」，補助學
生每名20萬元。
http://nthunews.media.nthu.edu.tw/media/
show/id/503 

動機系永續基金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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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技術團隊耗材與出國補助 300
清大賽車工廠每年安排二次出國參加國際機器人大
賽，此筆經費將補助學生技術團隊研發及研究耗材
及出國參賽費用，鼓勵學生組隊實踐夢想。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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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優秀學生及辦理各項特色活動的經費
來源。

館舍維修費 300

本系館舍使用已近40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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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亦老舊，影響教學品質，故規劃募
集館舍維修費，以提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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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新聘教師補助 50
本系教師陸續退休，本系期望更多系友慷慨捐贈，
以提升薪資吸引人才回流，讓系上為社會培育出更
多優秀的人才。

推動國際化基金、學生獎助學金 50 本系著重於培養及拓展學生國際視野、鼓勵系上同
學踴躍爭取出國交流機會。

教學與實驗設備之精進、大學部
專題研究經費、系友會業務推動 50

1.本系規劃改善教學及實驗設備，以提供學生更優
   質的學習環境。
2.為訓練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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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動腦想」與「
   動手做」的統整性實作課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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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在校學生從中獲得業界
   的實用經驗。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奈微所關懷學生捐款 50
本所鼓勵清寒學生到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前往知
名學術機構進行交換學習，提昇國際視野及增廣見
聞；系友會、所學會及奈微之友聯誼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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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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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交流獎助學金 50
鼓勵學生利用暑假赴海外進行短期研究或修課、獎
勵領航專題表現、幫助弱勢學生出國交流增加國際
視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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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原子科學院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分環所研究捐款 100 增加實驗設備及內部軟硬體更新維修，並協助新聘
教授建立實驗室。

分環所獎助學金 100 獎勵專題研究優秀學子、鼓勵師生出國參加國際研
討會、弱勢生及外籍生獎助學金。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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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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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實驗室大部份教學設備依舊為老舊之類
   比產品，教學的品質難以提昇，亟需擴充及更新
   實驗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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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補
助25-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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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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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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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榮退教師紀念迴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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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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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各項獎學
金，如成績優異獎學金、專題研究獎學金等。未來
本班更著重於以此基金鼓勵同學爭取出國交流機
會，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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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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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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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高值生醫科技人才培育 4,000

目的：成立大新竹地區的跨領域生醫AI與虛擬實境
教學場域，以促進精準醫療數位轉型。
經費包含Studio建置、影音設備、3D虛擬實境設
備、教學設施提升、AI及虛擬實境教學師資聘任。

國際雙聯博士學位助學金 1,200
獎助修讀大阪大學、利物浦大學等國際雙聯博士
學位學程學生，每年核發240萬元，名額2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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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生科既有館舍的維護與修繕，將建設一系列翻轉
教學教室，包括多媒體教室與創意發想空間。另
外，也將拍攝數位教材，推動線上學習。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安全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補助學生參與資訊安全相關競賽
與活動，更新教學與研究設備 50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資安相關競賽與活動，支持組建
資安社團，使學生具實戰經驗磨練專長，並有更多
機會與眾多資安人才互相切磋砥礪。

新聘教師補助 50 聘請更多專任師資，專注培養資安領域學術與實務
人才，豐富課程並建立更具規模之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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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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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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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國際交流獎學金 200
勉勵在學之大學部學生至國外交流交換，鼓勵優秀
國外學生至本系修課或進行研究，拓展國際視野，
體驗他國文化。

電機系旭日清寒獎學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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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勵在學之大學部學生至國外交流交換，鼓勵優秀
國外學生至本系修課或進行研究，拓展國際視野，
體驗他國文化。

資電館教室活化修繕經費、電機
系友會TEEN系列講座費用 820

1.目前一二樓教室各項設備老舊且空間年久未修，
   亟需經費提昇研究環境並促進學生學習。
2.TEEN講座邀請系友談電機人跨界領域、創業心得
   分享、科技創新知識和專業興趣發展等，自2015
   年舉辦至今，已共計舉辦32場，滿意度高達
   96%；TEE TIME交流會邀請系上老師分享研究新
   知或教學心得。

資訊工程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資工系優秀學生獎學金 100 鼓勵具強烈動機的優秀高中畢業生進入本系就讀。

資工系優秀學生出席頂尖國際會
議獎學金 300 勉勵在學之優秀學生出席頂尖國際會議，補助學生

出國之生活費，讓學生得以專注於學術研究。

資工系清寒學生獎學金 100 幫助清華大學資工系清寒、急難學生安心向學。

資工系資訊科普系列演講計畫 50 補助教師赴全國各高中科普巡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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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人文社會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購入研究設備、獎助學生參與國
外研討會及研究 40

1.建構優質語言學研究環境，持續發展語音實驗
   室，需要挹注設備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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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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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研究所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年輕學者獎學金、紀念吳泉源老
師經濟、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獎學
金

60

1.激勵學生努力向學並爭取表現優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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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更多優秀的學術研究人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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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學術活動補助、學生獎學金 25

1.補助學程師生舉辦學術活動，邀請國內外研究學
   者至本校演講、座談、授課，以強化交流、培養
   後進。
2.為鼓勵學生努力向學且吸引優秀人才報考就讀，
   設置學生獎學金，提供新舊生申請。

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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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點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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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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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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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術會議
   或工作坊。網址：https://reurl.cc/4gzxQR 
2.邀請專家到校演講，協助掌握最新研究趨勢及成
   果。
3.鼓勵師生移地研究，以貼近場域、收集資料；鼓
   勵優秀學生赴海外發表論文，以拓展學術網絡。
4.提供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用心向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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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才、攬才與科管院才子才女、
業界導師計畫 200 獎助教師傑出研究、協助新聘教師初期研究、獎助

傑出優秀學生、業界導師專案費用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清華學院

住宿書院、通識教育中心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印尼綠色學校」之深度理解
SDGs「環境永續」的實踐 59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用自然學習的發展，賦
予和激勵學生成為創意、創新、環保的領袖。
（http://star-greenschool.weebly.com/3836426
04432160333942341626657.html）

旅讀教育實踐計畫 150

提供學生走出教室、親身經驗的學習機會。以主題
課程，結合專家講座、實地參訪、小班研討、文獻
閱讀等，進行動態的教育學習，期使學生能將知識
活化於生活、真實體驗當代文明活動，實踐知行合
一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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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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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新大樓劇場教室 5,700

新教育大樓預計2022年底完工，擬建置劇場教室滿
足對於表演藝術、戲劇與肢體律動之師資培育的需
要。除教學之外，也朝實驗劇場方向規劃，未來可
成為清華大學在表演藝術相關活動的專業場地。所
需經費經專業團隊評估，包括燈光、舞台、音響、
視訊、演出設備、地板、觀眾席等等。

建構專業教室及擴充更新學習設
備教材 440

1.幼教系「嬰幼兒發展實驗室」為進行親子互動及
   同儕互動之腦波研究，須200萬元購置可攜式腦波
   設備。
2.心諮系擬創建獨具特色的優質實務教學教室「表
   達性治療實務教學教室」，預計30萬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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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60萬元。
4.英教系為因應教學環境之改變，擬更新專業教室
   之教學與研究設備，預計100萬元。
5.特教系擬購置新版測驗評估工具「魏氏兒童智力
   量表」，能更正確的衡鑑兒童屬於智能資優、智
   能障礙、學習障礙等特殊兒童，預計50萬元。

擴展國際視野 110

為提升本院系所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將邀請國外
知名學者訪問以及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提升學
生國際視野，擬補助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及選送學
生參與短期學術交流及教學場域見習與試教。英教
系預計50萬元、數理所預計60萬元。

提升學術專業 80

1.為提升學生的學術專業能力，擬提供優秀清寒學
   生獎學金、補助學生參與數學與科學教育相關研
   討會或工作坊以及補助學生投稿期刊論文，並辦
   理葵花寶典教師甄試工作坊及教師檢定工作坊，
   數理所預計3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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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所預計35萬
   元。
3.為鼓勵本系教師積極發表高品質學術研究，針對
   教師發表以及正式刊登於SSCI/SCI/TSSCI等級之
   期刊論文擬給予補助及獎勵，以提昇學術聲望，
   特教系預計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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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自籌所需經費—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國際頂尖學者駐校訪問費用 100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Martin Rennert校長退休後預計
於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至本校音樂系擔任客座
教授，將可協助音樂系在國際連結之拓展，並協助
本校與歐洲最悠久與卓越的柏林藝術大學建立姐妹
校關係或雙聯學位。本募款經費將專用於Martin校
長駐校期間安頓生活以及國際聯繫相關費用，以提
升本校於世界藝術發展之知名度。

音樂系所需樂器設備 1,318

音樂系現有14架平台鋼琴因缺乏恆溫恆濕保存，音
質與琴身均已受潮受損，影響教學及演奏品質，亟
需維修，另因課程調動各式鼓組、鐵琴、鈸組等打
擊樂器。本案擬專款用於更新樂器及保養，並建置
儲藏空間以維護鋼琴品質。

藝術學院學士班

募款項目 所需經費
(單位：萬元) 說明

數位威權科技藝術展策展費用 100

策劃大型科技藝術展，將擇定中正紀念堂、西班牙
烈士谷、波蘭華沙科學文化宮、希臘雅典理工大學
等4處象徵威權政治點進行掃瞄及虛擬重建，完成一
模一樣的虛擬建築模型，邀請觀眾進入虛擬空間，
使用能搭配點雲技術的卷積神經網路，使觀眾之意
識與威權政治空間產生互動。

虛幻生命：混種、轉殖與創生
（2020 生物科技藝術大展）策
展費用

120
此展透過連結國內外產、學界相關生物藝術實驗
室，展現當前臺灣文化實驗中的生物藝術實驗現
況，串連生物科技及數位科技的跨域能力。

漸逝的記憶：馬德里當代數位科
技影音藝術節（MADATAC 11）
臺灣專區展覽 參展及策展費用

100

為強化國際連結及臺灣於科技藝術之成果，與西班
牙MADATAC合作，將於2020年4月於EuroCenter, 
Madrid，策劃台灣專區作品，策展人為藝術學院院
學士班教授，參展藝術家為本校跨院博士班學生。

博物館中藝術化與數位化的人體
生態環境此地或他方的樹林：真
實/虛擬、增強/減弱的的媒體導
覽展演費用

50

與法國巴梨第八大學、法國國家博物館聯盟-大皇宮
合作辦理本展覽，此展演實驗為期三年，將會在歐
洲、拉丁美洲、亞洲的合作大學、博物館及藝術中
心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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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國內捐款方式 :
(A) 臨櫃匯款

銀行 戶名 帳號

(B)ATM 轉帳

(C) 郵政劃撥

(D) 支票捐款

(E ) 現金捐款

(F ) 信用卡捐款

(G) 線上捐款 

●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連絡方式 :

( 二 ) 國外捐款方式 :
(A) 北美基金會

(B) 透過 Give2Asia 捐款

(C) 電匯

銀行 戶名 帳號

銀行 戶名 帳號

https://giving.nthu.edu.tw

《附件三》

《附件四》

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信用卡捐款專用單」《附件一》或「國立清華大學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授權書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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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式及帳號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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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信用卡捐款專用單

捐款 元  

□校務基金  □指定用途 【請說明】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份證字號： （請國稅局協助列舉捐贈扣除額之參考）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畢業系級： 系(所) 級（非校友免填） 

電話：(O) (H) (手機)  

E-mail：  

掛號郵寄捐款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捐款人姓名 □其他：  

捐贈資訊公開： 

□同意將捐贈資訊公開於本校網站(https://giving.nthu.edu.tw/DonateCredit.aspx

或刊物上【芳名錄抬頭：□同收據抬頭□其他名義          】 

□不同意公開，以愛校人士呈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聯合(U CARD) □JCB 
發卡銀行：
信用卡期限：西元    年   月止 
信用卡號： - - -  
總金額：  

簽名（與卡片背面一致）：   

捐 款 內 容 

捐款人資料 

信用卡資料 

【此項捐款，得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扣減綜合所得】 

【NCC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須收捐款額之1.85%手續費，此費用將由校方吸收】 

※填妥後，請郵寄至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財務規
　劃室』或傳真至03-5162489或掃描Email至dud@my.nthu.edu.tw。 
※聯絡方式：03-5162487孫小姐（週一至週五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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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基
 

本
 

資
 

料
 

授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註：若使用信用卡捐款者請填持卡者本人。） 

電話(O)：                       電話(H)：                  行動電話： 

通訊住址 □□□ 

服務單位  職稱  

身 

份 
□清華大學校友（西元 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____系/所/ 畢/結業） 

□清大教職員工 □社會人士  □學生家長  □企業團體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收 

據 

抬頭 (此項捐款，得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扣減综合所得)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寄發地址：□□□ 

捐
款
期
間

 

本人願意從西元________年________月至西元________年________月期間， 
固定每月扣款新台幣

共______次，

________元整，預計扣款總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整。  

＊ 收據：為配合會計室與出納組入款作業，將按月開立並寄發! 

信

用

卡

資

料 

□信用卡捐款（每月 25日進行請款，如遇假日則順延） 持卡人簽名 

卡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聯合信用卡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卡號       _       _       _         有效期限 西元____年___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發卡銀行  

捐
 

款
 

用
 

途
 

□指定用途捐款(例如:捐款使用單位為學務處，名稱為清華大學還願獎學金) 

捐款使用單位   專案活動名稱或用途 
 

 

□未指定用途捐款 

使用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校方統籌 

附 

註 
 

※填妥後，請傳真至：(03)5162489，或郵寄：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國立清華
　大學秘書處　收，電話：(03)5162487孫小姐

信用卡定期定額暨單筆捐款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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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orth America Foundation

1. Donor Information*

* 

2. Donation

3. Application Preferences

4. Payment Method:

5.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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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