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的話

2021 年全球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臺師大仍
積極拓展校務，準備邁向百年新世紀。臺師大受惠於各界
的支持，在培養學子、運動隊伍、校園建設和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等捐款項目上，均有亮眼貢獻。

師大人在 2021 年締造了耀眼的成就，我們與國際知
名學府建立學術、科研合作關係，與產業機構簽訂產學合
作計畫，有 10 位頂尖運動員進軍東奧，師大人的努力是
臺師大邁向卓越的關鍵。

2022 年迎接百年校慶，臺師大以「新世紀大學典範」 
為願景，展開「百年校務發展基金」募款計畫。期望與師大
人攜手合作，傳承百年精神和使命，共同開拓百年大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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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募款年度報告》，係以經營捐贈者關係、向捐贈者公開募款資訊為理念，並定期
編纂的捐贈情形年度報告。

臺師大各項貢獻的主要來源，為本校校友、社會人士、非營利組織和企業機構，他們皆是鞏固本校
基礎和推動未來發展的師大人。

臺師大 2021 年的捐贈收入以指定捐款、獎助學金為捐款項目大宗。捐贈收入以鉅額捐款（千萬以
上）和大額捐款（百萬至千萬）為共同主要貢獻者，有別於往年主要貢獻為大額捐款的狀況。

獎助學金和企業贊助運動代表隊，是大額捐款的主要貢獻項目。兩者是師大人長期關心支持的 
項目，也是臺師大持續培育人才、運動選手，並推動學術發展的基礎。特別是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
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臺師大發揚大學社會責任（USR）的重要項目。

臺師大校務發展，也受到師大人的關鍵支持。例如劉真校長故居暨當代教育名人館之修繕工程的修
繕專款，以及劉國松捐贈臺師大建設基金；兩者皆為鉅額捐款項目。

2021 年募款年報以年度捐贈結果、故事分享和專案計畫成果為主要架構。年度捐贈結果為臺師大
於 2021 年的捐贈收入總結；故事分享為 2021 年三項捐贈項目的採訪報導；專案計畫成果為 2021 年大
型捐贈項目的計畫執行成果概述。當中如故事分享的「臺師大能源先鋒的綠能方程式」，是臺師大與承
德油脂的產學合作項目；專案計畫成果的「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則是自 2020 年疫情起，臺師大與
眾多師大人捐贈設立的助學金執行情形報告。

為迎接百年新世紀，自 2021 年起，臺師大以「百年校務發展基金」為主要募款項目，其中以「校園建
設」之「公館校區國際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為重點項目。期望各界師大人能夠共同參與，開啟新世紀的 
一頁。

* 本章資料數據，來自本校捐贈經營系統的捐贈資料

年度報告概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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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刊登三篇故事分享，分別為：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
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
臺師大能源先鋒的綠能方程式。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為 2020 年起至今的募款專案。本期特別刊登
兩位受惠僑生的採訪報導，以分享助學金對受惠學生在經濟和心靈上的
支持。

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為 2020 年臺師大與中國信託反
毒教育基金會共同建立的研究中心。本期分享成癮防制研究中心的理
念、年度規畫與成果，以期呈現臺師大在大學社會責任（USR）和產學
合作方面的實踐和影響。

臺師大能源先鋒的綠能方程式，為臺師大與李義發校友及其創辦的
承德油脂的產學合作計畫報導。本期分享李義發校友在全球能源技術、
綠能科技人才培育，以及在公民責任方面的實踐與成果，以呈現師大人
與臺師大在全球永續發展的貢獻。

上述項目，皆是師大人與臺師大共同對學生、學校、社區、臺灣，
以至世界方面的貢獻和成就。

故事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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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疫情籠罩，各行各業遭受波及，突如其來的困境，讓部分學生及其家庭受到衝擊，經濟壓力
成為就學期間額外負擔。為減輕因疫情所造成的衝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 109 學年度實施「新冠肺炎
紓困助學金」方案，由吳正己校長帶領，協同學生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僑生先修部規劃。方案實施至今，
已扶助逾 700 位學生渡過困難，安心求學。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方案在各界師大人支持下，募集共 1,530 萬元，其中包括立法院前院長王金
平、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承德油脂董事長李義發、泉新工業董事長涂鐵雄、得泰國際醫療集團總
裁呂聯宗、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創辦人謝貞德、金牛微電子前董事長張大立、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
長王育文、臺灣知識庫董事長邱昌其、龍門勵學基金會董事長倫景雄等 10 位師大人出資捐款，以行動
支持臺師大，為學子寒中送暖。

 
這筆助學金對來自馬來西亞的劉美菁，無非是一場及時雨。她提及在家鄉工作的父母，依靠種植棕

櫚樹跟橡膠樹維生。礙於全球疫情影響，向外輸出的路徑受阻，銷量大幅下降，這也導致異鄉求學的劉
美菁不願增加家庭經濟負擔，並一肩扛起在臺的一切經濟開銷。

劉美菁就讀運動競技學系，也是臺師大女子排球隊健將。她原本預計學士班修習完畢後赴外工作，
但畢業時期正逢疫情肆虐，求職受阻，後來她在系所教師的建議下考取碩士學位，然而學雜費、住宿費
卻在此時成為一股無形的壓力。

她說，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減輕了部分生活開銷，讓她得以度過難關，也有額外的心力專注在課
業上。此外，她特別感激專責導師莊淑萍。回憶起剛到臺灣求學，繳交學雜費、住宿費等基本開銷後， 
身上積蓄所剩不多，但莊老師都會主動告知獎學金、補助金的訊息，並從旁協助申請，令她備感溫暖。

曾獲僑委會首屆僑生翻譯賽冠軍、就讀華語系的越南僑生黃玉英也是受惠者之一。她和劉美菁同為
農家子弟，在臺的學費與生活費多來自家中種植腰果及咖啡豆的所得。她說，疫情前家中生計多靠農產
外銷，約三至四個月才有一次收入；然而因疫情緣故，出口貿易受阻、農產品收購價格崩盤，其家庭幾
乎整年都沒有收入，致使她的求學之路出現危機。

01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 保障學子安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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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家中給予的生活費之餘，黃玉英其實在臺灣原本有安排週末打工，但由於疫情狀況不明朗， 
其工讀也被迫減班。所幸在專責導師劉一平協助準備資料，最後順利申請助學金，得以用於繳交學費、
支付部分生活費，減輕她的壓力。

黃玉英特別感謝劉老師定期於通訊軟體的群組中張貼重要訊息，並時常關心學生在學情況。她也 
提到，申請過程簡便彈性，像是原先須附越南官方開立的相關文件，但學校考量疫情期間不易回國辦理，
故於檢核時從寬採認過往的證明，讓學生能夠及時受益。

疫情為學生帶來的衝擊不只是經濟上的窘困，更為難以往返故鄉、活動受限的學生心靈帶來深感無
常的苦悶。在助學金方案、學生導師的關懷、以及各界師大人的支持下，受困學生得到度過苦難的助力。
劉美菁感激助學金方案、導師和教練的支持。黃玉英也慶幸選擇來臺灣求學，尤其學校對僑生的照顧，
她直接以「超好」來形容。眼見畢業在即，無論未來是否留在臺就業，或回到越南從事華語教學，黃玉英
衷心感激師大人這一路上對她的友善與幫忙。

（撰文：校園記者公領 111 廖敏涵、歷史 111 陳冠恩 / 編輯：黃樂賢）

馬來西亞僑生劉美菁

越南僑生黃玉英

劉美菁 ( 左 1) 與莊淑萍老師 ( 右 1)

黃玉英 ( 右 1) 與劉一平老師 ( 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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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攜手合作，由基金會挹注 2,320 萬元予臺師大作為
經費並分 4 年捐贈，再於 2020 年 6 月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 
致力成為學術研究、政府、產業與社區服務團體和個案之間的仲介角色，實踐產學合作與大學社會責任
（USR）。中信反毒基金會結合臺師大在心理衛生、政策研究與教育的學術能量，推動成癮防制工作，
試圖一改過往「刑罰為主、戒癮為輔」的懲罰式處理。成癮防制研究中心更協助公部門引入精準健康的觀
念，納入醫療與心理專業評估的司法處遇模式，並規畫更全面的教育方案，幫助個案瞭解自己的健康與
處境，學習有效生活技能並回歸生活正軌，向社會推廣成癮防制的觀念。

根據法務部 2020 年度毒品案件統計報告，臺灣毒品查獲量創下 10 年來新高，累計 10 年因毒品案
判刑人數高達 27.8 萬人，平均再犯率更達 36.6%。毒癮問題能否僅靠監獄教化解決，近 20 年來持續
引發討論。中心為此提出需求評估與多元分流處遇，透過分析起訴與判刑資料庫數據，建制客觀評估系
統，並引入醫療治療與心理資源，作為檢察官判別是否緩起訴的參考。中心更倡議以人權為基礎的司法
處遇，讓監所監禁不再是處理毒品議題的唯一做法，而是強調以治療和教育取代刑罰，完善方案。

臺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成癮防制研究中心主任李思賢教授，自 2014 年即推動
立法院重新修法，將「需求分流與多元處遇」納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像是針對未成癮或是初次使用的毒
品施用者，可改為接受教育、行為改變諮商、以及社區勞務等取代監禁或是醫療機構的治療，提高不再
施用毒品的比率，並節省司法與醫療資源。中心主任李思賢表示，青少年常因無聊、好奇毒品的效果或
是與同儕在舞會、酒吧等處，將毒品作為娛樂用途。現在流行的新興毒品在初期使用可能不會立即上癮，
此時若有專業輔導與教育介入，有極高機會導回正軌。

李主任也指出，藥癮者害怕司法懲處帶來一生的污名，但亦不希望被標籤為「有病」，因此會排拒
醫療輔助治療。以教育領域作為切入的方案，相較於醫療、司法體系更為柔性，接受度也較高。數據
顯示，20 歲以下青少年，90% 在良好教育、輔導或戒治後，最後能重新回到正軌；20 至 30 歲則有
50%~70% 能成功遠離毒品。可見此機制不僅較過往程序適切，更有助終止施用者因烙印與污名而無法
復歸社會，再沉毒海的惡性循環。

02 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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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的來源不止常見的毒品，3C 科技產品帶來的
數位社交媒體與網路遊戲造成的成癮對於大腦的影響非
常相似，社會大眾需要持續更新成癮的相關知識，政府
更需要藉由學術研究結果，協助作為規畫政策的基礎。
中心未來將規畫與社區鄰里、成長協會合作，例如提供
成癮諮商服務、推行大學社區服務計畫、讓個案家庭、
心理師、社工師和公衛師共同規畫社會復歸方案等。其
次透過舉辦研討會、課程設計、生命教育體驗營隊等，
向從社區到政府體系的成員教育成癮防制的觀念，鞏固
預防毒品施用或 3C 成癮的第一防線，完善社會安全網。

（撰文：校園記者華語 112 張華珍 / 編輯：黃樂賢）
臺師大衛教系特聘教授李思賢，其毒品防制策略對社會形
成正向引響力，獲得傑出研究獎殊榮。

2021 年 1 月 22 日成癮防制研究中心舉辦用藥致死與戒癮復原研討會，呼籲社會於疫情期間仍需關心藥物成癮議題。

2021 年 1 月 15 日藥癮者社區復健服務共識座談會上專家與服務團體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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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日益加劇，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7 項指出，「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
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一場綠能革命在近年蔓延至世界各國，其中生質柴油為能源變
革重點項目之一。臺師大生科院與校友李義發（Yi-Fa Lee）創辦的企業也為此合作，更成為國際供應
鏈不可或缺的一角。

與母校合作打造高品質生質柴油	前進國際市場
臺師大理化系物理組校友李義發所創辦的承德油脂，早在十多年前就是這波能源轉型先驅之一，將

廢棄食用油變成最具減碳潛力的高品生質柴油，讓歐美國家趨之若鶩。加上長期以來與臺師大生命科學
專業學院院長李冠群（Guan-Chiun Lee）教授長期合作，並借助李教授在基因改造工程技術的專長，
協助承德油脂建立綠色、安全、永續的生質柴油製程。

承德油脂每年回收全臺近九成的廢食用油，製成的精煉生質柴油可與現行化石柴油燃料油混掺或是
完全代替，大幅降低碳排放與空汙。環保署曾測試，使用生質柴油所排放的廢氣，可減少 47% 的懸浮
微粒、48% 的一氧化碳、80% 的多環芳香烴等致癌物質、100% 的硫化物等空氣汙染物，環保效益相
當顯著。

其純熟製油技術與品質也更勝南韓與中國大陸，讓歐美買家紛紛轉向這家臺灣企業，並在國際市場
佔有一席之地。去年承德油脂外銷歐洲就超過 6 萬公噸生質柴油，英國石油公司、殼牌石油，以及西班
牙石油公司都是它的重要客戶，每年更締造新臺幣 15 億的價值。

深化產學合作	結合學程培養綠能專業人才
為深化產業與持續培育高素質人力，承德油脂與臺師大開辦一系列產學合作計畫，其中透過臺師

大「國際會員加值 MIT-ILP（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服務」，了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承德油脂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有著長期密切合作關係

03	臺師大能源先鋒的綠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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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發狀況。此外 2021 年 9 月開始，針對生
質柴油的發電應用研究，與臺師大「車輛及能源
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攜手安排培訓課程，讓年輕
學子具備實務能力。

除生質柴油之外，在全球投入太陽能發電產
能之際，承德油脂更捐贈臺師大成立「太陽能源
與工程學分學程」與「太陽能電池原理與實作實驗
室」，希冀透過工程系所專業課程搭配實作，達
到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的學習效果，成為人才培
育和研究基地，持續活絡國內外綠能技術管道，
推廣最具潛力且穩定供應綠電的解決方案，共同
推動全球能源的永續發展。

（撰文：公事中心黃樂賢 / 編輯：黃樂賢 ）

承德油脂捐贈臺師大成立「太陽能源與工程學分學程」、「太陽能電池原理與實作實驗室」。

蒸餾精煉所得的高品質柴油可用於一般汽車（圖片來源：承德油脂）

臺師大理化系物理組校友李義發所創辦的承德油脂，獨家回收全臺灣廢
食用油，透過蒸餾精煉技術轉化成高品質生質柴油，去年外銷超過 6 萬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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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成果3
本期 7 項專案計畫，主要為 2 項獎助學金、1 項古蹟修復計畫，以及 3 項運動代表隊訓輔專款。 

他們是師大人和臺師大在人才培育、學術、教育、運動等領域的貢獻和發展。

獎助學金為社會各界與校友捐贈成立的「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龍門勵學基金會捐贈設立的「龍門
勵學基金會緬甸學生獎助學金」。

古蹟修復計畫為臺師大教育學院啟動的「劉真校長故居暨當代教育名人館之修繕工程」，是由「財團
法人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與各界人士捐贈的項目。

運動代表隊訓輔專款為 3 間企業機構分別對 3 個運動代表隊的贊助款項，包括：精誠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贊助男甲籃球代表隊、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甲組女子壘球隊、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男甲排球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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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

2020 年迄今，全球逾 160 國、超過 10 億學生，持續
受到新冠肺炎的衝擊。臺師大為減輕學生就學及生活的壓
力，特別規劃「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方案，希冀與社會各
界及校友共同支持學子，讓他們安心就學、維持求學品質。
方案實施至今，受惠學子備感關懷。

 「新冠肺炎紓困助學金」是在吳正己校長帶領下，協同
學生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僑生先修部三個行政團隊共同
規劃。由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
承德油脂董事長李義發、泉新工業董事長涂鐵雄、得泰國
際醫療集團總裁呂聯宗、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創辦人謝
貞德、金牛微電子前董事長張大立、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
事長王育文、臺灣知識庫董事長邱昌其、龍門勵學基金會
董事長倫景雄等 10 位師大人出資捐款，以行動為學子寒
中送暖。

專案介紹

   總捐贈：新臺幣 15,300,000 元

支出項目 執行單位 分配金額
( 新臺幣 )

補助人數 備註

紓困助學金 學生事務處 9,300,000 293

海外學生
防疫補助 國際事務處 3,500,000 207 餘額 1,511,999 元→自主健康管理專款

防疫補助 僑生先修部 2,500,000 217
餘額撥款如下：
˙77,000 元   → 紓困助學金
˙470,000 元 → 自主健康管理專款

＊ 2021 年 9 月起由林口總務組統籌運用防疫補助及海外學生防疫補助餘額
自主健康
管理專款 林口總務組 1,981,999 —

專責導師主動關切協助學生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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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龍門勵學基金會獎助學金

「龍門勵學基金會」是倫景雄先生與親友於香港成立的
基金會，「龍門勵學基金會緬甸學生獎助學金」則是基金會
與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合作，為來臺就讀的清寒緬甸僑生設
立的獎助學金。一直關懷緬甸學生的倫先生，期望補助清
寒緬甸僑生，讓學生安心向學，並養成獨立自主、具國際
觀和領導能力的未來領袖人才。

倫景雄董事長與夫人吳潔如女士曾多次來臺關心緬甸
學生近況，並給予勉勵鼓舞。雖然近年因疫情而無法親身
來臺，倫先生與臺師大僑先部持續透過線上聯絡和會議，
關懷了解緬甸僑生的近況和需求。倫先生為獎助學金實施
要點與招生事宜所提供的良好建議，將讓僑先部逐年調整
為更符合學生的需求。

專案介紹

倫景雄董事長（左 1）拜訪臺師大

倫景雄董事長伉儷拜訪本校僑生先修部

捐款總額（2020 ～ 2021）
日期 金額

( 美金 )
項目

2020  10.29
475,000 獎助學金

44,000 相關活動經費

2021   7.05 300,000 獎助學金
30,000 行政及管理費用

合計 849,000

109 學年度執行情形（2020/08/01 ～ 2021/07/31）
支出項目 發放金額

( 新臺幣 )
發放人數 備註

校外工讀補助金 1,470,000 147 每學期校外工讀 21 小時以上，每名最高 1 萬元
結業優秀獎學金 1,020,000 39 分三級核給：A 級 3 萬元；B 級 2 萬元；C 級 1 萬元

龍門在緬申請獎助學金 1,350,000 27 每名 50,000 元
行政學習扶助金 510,000 34 每名每月服務學習最多 25 小時，或參加講座 10 小時以上

急難救助金 60,000 2 每名最高 4 萬元
合計 4,410,00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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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劉真校長故居暨
						當代教育名人館之修繕工程

劉真校長故居（臺灣師範教育館，福州街 11 號）目前為市定日式建築古蹟。因故居年久失修，部
分區域環境需要重新整理，同時為了擴大展館功能，故於 2020 年 11 月起，臺師大啟動劉真故居修繕
工程募款企畫。 

　　
2021 年 4 月，財團法人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捐贈予修繕工程近 1,600 萬元，由總務處執行。修繕

經費不足之處，則由教育學院持續募款中。募款所得經費預計用於故居修繕工程，期望建立教育名人展
示、校友聯誼、辦理學術交流活動的空間，以發揮教育展示、凝聚校友、學術影響和社會連結的功能。
本年度修繕工程為持續募款與規劃的階段，預定於 2022 年展開修繕工程。

專案介紹

捐款總額
16,769,083

募款達成比例：84%

募款目標
20,000,000

募款計畫詳細內容、捐贈芳名錄
請見教育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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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男甲
						籃球代表隊隊員參賽訓輔專款

總捐贈：新臺幣 2,000,000 元

支出項目 支用說明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 參賽經費、獎助金、學雜費、住宿費、生活照顧費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提
供新臺幣 200 萬元整專款，以支應代表隊參賽訓輔、選手生活照顧、課業輔導及獎助學金之用。共同
協助本校及臺灣籃球運動之發展，培植具團隊精神與專業知能之運動員，以發揮全人教育精神。

本捐贈專款自 2021 年度起，為本校男子甲組代表隊參賽經費、獎助金、學雜費、住宿費、生活照
顧費等經費之用。經費主要皆用於，移地訓練與比賽，與支應選手的生活照顧費與學雜費，統計截至目
前為止共計使用 822,850 元。

2021 年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參賽成績

(1) 109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 第五名
(2) 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第一階段預賽戰績： 
      4 勝 3 負
(3) 2021 王輝盃大專挑戰賽 亞軍
(4) 2021 登峰造極青年籃球邀請賽 第四名

專案介紹

2021 王輝盃大專挑戰賽亞軍

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第一階段預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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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甲組
						女子壘球隊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本校女子甲組壘球隊，自 2016 年至 2021 年，每年提供新臺幣 300 萬
元整專款，以支應代表隊參賽訓輔、選手課業輔導及獎助學金之用。國裕開發共同協助本校及臺灣女子
壘球運動之發展，培植具團隊精神與專業知能之運動員，以發揮全人教育精神。

本捐贈專款自 105 年度起，為本校女子甲組壘球代表隊參賽經費、獎助金、學雜費、住宿費、生
活照顧費等經費之用。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1 年企業聯賽賽程停賽兩個月，疫情趨緩後復賽，
經費主要用於支應球隊參賽經費及選手的獎助學金。

2021 年女子壘球代表隊參賽成績

(1) 110 學年度大專院校女子壘球聯賽 
(2) 2022 年杭州亞運會入選培訓

我國女子壘球代表隊培訓名單，本校在校生共
入選 4 人，分別為：姜婷恩、翁子晴、楊安淇、
朱慧宜

專案介紹

總捐贈：新臺幣 3,000,000 元

支出項目 支用說明

甲組女子壘球隊 獎助學金、球隊訓練、生活照顧費

臺師大女甲壘球隊於 110 學年度大專院校女子壘球聯賽

臺師大女甲壘球隊於 2021 企業女子壘球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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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男子甲排球代表隊參賽訓輔專款

金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本校男子甲組排球隊，自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提供新臺幣 180 萬
元整專款，以支應代表隊參賽訓輔、選手生活照顧、課業輔導及獎助學金之用。金寶電子共同協助本校
及臺灣排球運動之發展，培植具團隊精神與專業知能之運動員，以發揮全人教育精神。

本捐贈專款自 109 年度起，為本校男子甲組代表隊參賽經費、獎助金、學雜費、住宿費、生活照
顧費等經費之用。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1 年無法出國移地訓練與比賽，經費主要用於支應選手
的生活照顧費與學雜費。

2021 年男子排球代表隊參賽成績

(1) 109 學年度大專院校男子公開一級排球聯賽
(2) 2021 年成都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延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辦理）

我國男子排球代表隊決選，本校在校生共入
選 7 人，分別為：劉佳昌、柯凱傑、陳建廷、
黃正良、黃澄浩、甘明修、吳致廷

專案介紹

總捐贈：新臺幣 1,800,000 元

支出項目 支用說明

男子甲排球代表隊 獎助學金、球隊訓練、球隊參賽、課業輔導

男甲排球於 109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由大專體總拍攝

臺師大奪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男子一級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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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贈致謝4
感謝您成為支持本校的「師大人」，臺師大將持續投入資源於人才培育、校園建設、

創新研發，期望傳承百年使命，實現校務永續發展。

每一位師大人的貢獻，皆能夠讓師大人邁向卓越。我們堅信教育帶來改變的契
機，並將持續以培育卓越人才、增進人類福祉為使命，恪守「誠正勤樸、止於至善」的
信念，敦促我們向前邁進。您的無私奉獻，成就臺師大未來的無限可能。

個人捐贈

仇小屏 巫春惠 林煒峻 高銘傳 許育豪 程金保 趙惠玲 魏朝宏
方進義 李文斌 林磐聳 高增堯 許芝薰 程鈺錞 齊藤毅 羅怡琇
王敏慧 李振明 林翰成 張大立 許嚴介 辜寬敏 劉建成 羅國源
王趙玉蘭 李婧慧 邱于玲 張伊旻 郭文達 馮志宏 劉根名 羅清榮
王慧珍 李淑華 侯博允 張有在 郭宇浩 黃于真 劉國松 蘇文清
王鶴森 李登慧 俞一芩 張江茂 郭靜姿 黃世佩 劉豐榮 蘇正隆
卯靜儒 杜正忠 施舜華 張妙霞 陳文峰 黃冬富 德丸薩郎 蘇紀安
江文德 沈淑敏 洪偉凰 張志昇 陳正雄 黃秀治 樊雪春 蘇逸芝
江昇鴻 沈慶盈 洪萬生 張志嘉 陳汶羚 黃冠鈞 潘淑滿 蘇憲法
江偉成 谷蕾 紀茂嬌 張洸照 陳玟卉 黃洪麗英 蔡有涼 鐘秀如
江維楨 林子強 胡君怡 張修然 陳信佑 黃涵榆 鄧之珍 饒達欽
何卓飛 林仁傑 胡盈禎 張家誠 陳柏健 黃淳韶 鄭炎為
余涵中 林弘立 胡敏芳 張素玢 陳若琳 黃欽永 蕭嘉猷
吳仁凱 林玉麗 范曹菊妹 張景媛 陳香縈 黃進龍 賴安慧
吳文琪 林育誠 倫景雄 張鳳琴 陳純音 黃雁輝 賴羿汝
吳志偉 林枝煌 孫英傑 張燦生 陳敏娟 黃嵩豪 賴富雄
吳美麗 林金嬋 徐偉玲 張麗華 陳嵩榮 楊其成 龍筱芬
吳烈明 林奕華 徐豪谷 張寶月 陳瑋芬 楊雅馨 濮樂偉
吳倏銘 林柏均 柴惠敏 曹筱玥 陳義成 葉竑晛 ( 冠宏 ) 薛心潔
呂國勳 林羿君 涂鐵雄 梁禮昇 陳慧娟 葉啓娟 韓秀蓉
呂燕卿 林素英 馬春英 章富麟 陳麗娟 葉國新 齋藤毅
呂聯宗 林國釗 高敏慧 符慧中 陳顯明 詹為淵 簡文玲
宋曜廷 林慈祺 高淑娟 莊彥庭 曾輝鵬 廖昱傑 簡鴻瑩
巫由惠 林楷植 高瑋琦 莊登閔 游美貴 廖雯華 藍友均
Bob Lo Carl Wu Gloria Fu Li-Fang C Liu (in memory of Ping Liu)

Tsao Yu Fen Mike Busby Spencer Wu Steve K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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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捐贈

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睿和企業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會 財團法人太平洋網球發展基金會 睿通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中國行為科學社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永真教育基金會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青年救國團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 財團法人恒大文教基金會 臺師大 EMBA 藝術鑑賞社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創藝文化基金會 臺師大美術研究社

公益財團法人似鳥國際獎學財團 財團法人誠正勤樸學術基金會 撼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德扶輪社 財團法人臺大系統文化基金會 聯詠科技愛心永續基金

台灣運動彩券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 Charlotte Shen and Andrew Shen

投石媒體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 Innovative Interfaces, Inc

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EMBA) 校友會

Jian Mintzi Lai and 
Natalie Chien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奧斯汀校友會 Peter and Jane Chen

美國北加州師大校友會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Steve Chiming Hsu, Susia Mo 
Hsu, and Hsien-Lan Hsu-Harris

英屬開曼群島商虹揚發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Ta-Lun Yang and Grace L Yang

茂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琅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Theresa and Grace Chang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啟品牌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捐贈芳名錄依捐贈日期排列。
因篇幅有限，完整年度捐贈芳名錄另刊載於本校募款網站，以資公開徵信。

募款網站芳名錄 即時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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