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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財務管理處組織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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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處於民國96年8月1日

正式成立，是李嗣涔校長上任

後在校務推展方面的重要構想

之一；成立目的在專責募款、

開創新事業及規劃校務基金等。 

本處目前設有財務處處長一人，

專任經理、副理各一人，組員

四名。 

副理 



財務管理處組織編制 

一、資源發展組： 

負責所有募款活動事宜，協助大額捐款進行，並提供捐款人所需後續相

關服務；充分利用臺大資源，發動各主題之募款活動。財務管理處成立

至今已促成多項大型捐款，詳情請參考後述之本處工作績效報告。  

二、財務管理組： 

負責規劃關於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以及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

建所需財源。並擔任審查各投資與財務計畫，以及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概

算擬編。其他尚包含評估各事業單位財務之投資、以及其他關於校務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事項。  

三、新事業發展組：  

負責開發、管理或投資與臺大有關之各項新事業。 



財務管理處組織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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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組 

新事業發展組 

執行募捐款 

開發經營 

規劃運用 



    

貳、財務管理處業務簡介 



一、資源發展組業務簡介 

負責相關大額捐款。 

持續提供校內外人士捐贈事宜相關之服務，統一窗口並

簡化流程。 

為教職員、師生、校友等爭取福利，洽談各項優惠。 

→本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 

    捐贈收入，由本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 

    用途應與本校校務有關。 

→指定用途捐贈應設專帳管理。受贈單位依捐贈合約應提  

    交年度經費使用成果報告。 

→捐贈依捐贈性質分為永續捐贈及非永續捐贈。本校應確 

    保永續捐贈本金之完整，只能使用其收益。 



一、資源發展組業務簡介 

臺灣大學捐贈網站 

http://giving.ntu.edu.tw/donate/giving02.html 



一、資源發展組業務簡介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inance/process.htm 
說明各式捐贈流程之網頁 



校友專有優惠訊息網頁 
http://giving.ntu.edu.tw/website/benefits.asp 

一、資源發展組業務簡介：校友相關業務 



 現金管理，降低閒置資金與本校財務成本，與其他關

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事項。 

 規劃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以及校區建築與工

程興建所需之財源。 

 審查校務基金年度概算之擬編、參與修訂本校各單位

工作績效衡量指標與工作費發放之標準，以及評估各

事業單位財務之投資。 

 

二、財務管理組業務簡介 

→ 校內各單位之各項投資與財務相關之計畫案均需先經本處

審核後，再呈校長核定。金額超過1,000萬元者，需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三、新事業發展組業務簡介 

負責開發管理、或投資與臺大有關之各項新事業。 

 101年1月成立新事業發展投資審議小組，審查本校各項

新事業投資案。 



    

參、重點工作及績效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 

三、受理承辦小額捐款 

四、洽談優惠 

五、資金開源節流 

參、重點工作及績效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財務處自成立以來，積極開發教學、研究、校區建築及

各項工程興建經費來源，並著手各類大型捐贈。透過各界支

持與協助，在教學研究、醫療、動物福利或科技等專案上各

有發展。 



        除現金捐贈之外，捐款作業流程依其捐贈標的之不同，

區分為： 

1. 一般捐贈   - 現金、支票。 

2. 股票捐贈   - 個人或企業持有股票。 

3. 實物捐贈   - 不動產（包含土地與建物）及設備儀器等。 

 

        請各單位於接受各類型捐贈時，參考本處網站所公佈之

作業流程辦理。 

各式捐贈流程之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inance/process.htm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一般捐贈(國內)：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2年 

(20筆) 

1月 

  

1,000,000 順奕有限公司 

  

LMM研究室專用款 哲學系 

順奕講座專用款 哲學系 

順奕獎學金 哲學系 

2月 5,000,000 臺大之友 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專用
款 

公共政策與法
律研究中心 

3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專用 文學院臺灣研
究中心 

3月 1,700,000 曾繁城 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數學系 

4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光電所楊志忠教授專用款 光電所 

5月 5,200,000 趙綺娜 趙綺娜老師紀念獎學金 歷史系 

5月 10,000,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
善基金會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專用款 兒少暨家庭研
究中心 

7月 5,000,000 臺大之友 楊金豹基金專用款 物理系 

10月 5,715,205 彭文富 生工系系館興建 生工系 

10月 2,582,491 彭文富 生工系修建系館專用款 生工系 

10月 10,000,000 彭文富 施孫富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生工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2年 

(20筆) 

10月 24,284,795 施海蒂 生工系系館興建 生工系 

10月 28,235,294 臺大之友 氣的本質與心智科學專案經
費 

電機系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金系推廣海外教育、國內
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獎
學金 

財金系 

11月 30,000,000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金系推廣海外教育、國內
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獎
學金 

財金系 

11月 1,667,500 高雄市國立臺灣大學校
友會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11月 5,000,000 宗成志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金系推廣海外教育、國內
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獎
學金 

財金系 

12月 1,000,000 懋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3年 

(32筆) 

1月 1,000,000 黃月英 LMM研究室專用款、順奕講座
專用款、順奕獎學金 

哲學系 

1月 2400,000  郭台銘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籌備相關
費用 

台成幹細胞治
療中心 

2月 1,228,500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資訊系系務發展基金 資訊系 

3月 1,700,000 曾繁城 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數學系 

3月 1,000,000 陳授業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4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光電所楊志忠教授專用款 光電所 

5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學術研究校務發展及贊助學生
專用款 

臺大 

5月 1,000,000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大功率動力系統與電動車輛效
率提升及可靠度基礎技術研究 

機械系 

5月 10,000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
善基金會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專用款 兒少暨家庭研
究中心 

6月 1,000,000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食科所專用款 食科所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3年 

(32筆) 

7月 3,000,000 臺大之友 王國瓔教授獎學金 中文系 

7月 3,000,000 臺大之友 王叔岷教授獎學金 中文系 

7月 5,200,000 財團法人大安森林公
園之友基金會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教學研究專
用款 

園藝系 

8月 1,200,000 臺大之友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專用
款 

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 

8月 5,200,000 陳怡蓁 白先勇人文講座 臺文所 

9月 10,000,000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
基金會 

白先勇崑曲講座經費 戲劇系 

9月 48,405,926 郭台銘 台大癌症醫院籌備相關費用 癌症醫院 

10月 1,196,134 洪敏弘 1964級系友館舍工程專用款 電機系 

10月 5,000,000 宗成志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0月 1,000,000 戴勝益 中文系推動文創專用款 中文系 

11月 1,000,000 錢國維 錢思亮紀念講堂 臺大 

11月 1,000,000 錢美明 錢思亮紀念講堂 臺大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3年 

(32筆) 

11月 1,000,000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旺宏電子講座專用款 臺大 

11月 40,000,000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
教育基金會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2月 13,949,888 臺大之友 氣的本質與心智科學研究 電機系 

12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12月 1,000,000 韓振寧 韓復智教授紀念獎學金 歷史系 

12月 30,000,000 鄧傳馨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
士清寒獎助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醫學
院、管理學院、
電資學院 

12月 3,600,000 臺大之友 化工系建館基金 化工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38筆) 

1月 15,000,000 鄧傳馨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
士清寒獎助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醫學
院、管理學院、
電資學院 

1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數學系暨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
「念慈獎」專用款 

數學系 

2月 1,700,000 曾繁城 數學系卓越獎學金 數學系 

2月 1,000,000 盧偉江 臺灣大學電機系1960年畢業系
友獎學金 

電機系 

2月 1,013,000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資工系系務發展專用款 資工系 

2月 30,000,000 郭台銘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籌備相關
費用 

台成幹細胞治
療中心 

2月 15,000,000 鄧傳馨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
士清寒獎助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醫學
院、管理學院、
電資學院 

2月 JPY5,000,000 One Asia Foundation 

亞洲共同體基金會 

亞洲共體(One Asia)專用款 臺文所 

3月 3,000,000 公益財團法人  似鳥
國際獎學財團 

臺灣大學似鳥國際獎學金 日文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38筆) 

4月 1,200,000 臺大之友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臺大 
4月 10,000,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

善基金會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專用款 兒少暨家庭研
究中心 

4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國家食品安全教育暨研究中心
專用款 

國家食品安全
教育暨研究中
心 

5月 6,000,000 楊信男 楊金豹永續基金 物理系 

5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心理學系鄭昭明教授紀念獎學
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心理系 

5月 1,200,000 義芳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義芳化學博士生獎助學金 化工系 

6月 1,000,000 盧偉江 臺灣大學電機系1960年畢業系
友獎學金 

電機系 

6月 5,000,000 臺大之友 創意創業中心 創意創業中心 

6月 9,000,000 臺大之友 梁次震基金 物理系 

6月 50,000,000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
金會 

永齡講座 臺大 

7月 90,000,000 臺大之友 創意創業中心整修空間基金 創意創業中心 

7月 USD50,000 臺大之友 數學系事恩獎助學金 數學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38筆) 

8月 2,300,000 臺大之友 HackNTU黑客松活動經費 學生社團(課外
活動組) 

8月 2,500,000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化工系系務發展專用款 化工系 

9月 1,000,000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
基金會 

白先勇崑曲講座經費 戲劇系 

10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闕志鴻教授專用款 物理系 

10月 25,000,000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系建館設置基金 護理系 

10月 25,000,000 敏盛綜合醫院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裝修建
置基金 

臺大 

11月 2,000,000 社團法人國立台灣大
學農藝學系系友會 

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 農藝系 

11月 5,000,000 宗成志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1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永
續基金 

臺大 

11月 30,000,000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
教育基金會 

工綜新館工程款 工學院 

11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何東英教授紀念獎學金 化學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38筆) 

12月 2,000,000 張光道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2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鄭仕泰先生及鄭江端予女士獎
助學金永續基金 

物理系 

12月 1,300,000 臺大之友 化學系新進教師傑出研究獎 化學系 

12月 3,600,000 財團法人慶琅文化藝
術基金會 

化工系建館基金 化工系 

12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2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財務金融學系推廣海外教育、
國內志工服務暨鼓勵學生進修
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5年 

(22筆) 

1月 5,000,000 李明瑱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
淑玉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公衛學院 

1月 USD40,000 One Asia Foundation 

亞洲共同體基金會 

亞洲共體(One Asia)專用款 臺文所 

2月 22,656,000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
金會 

使用者經驗與醫院設計創新研
究案 

癌症醫院 

2月 2,208,000 臺大之友 學術研究校務發展及贊助學生
專用 

臺大 

2月 1,700,000 曾繁城 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數學系 

3月 30,000,000 郭台銘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籌備相關
費用 

台成幹細胞治
療中心 

3月 2,500,000 臺大之友 協助洪挺軒教授植物醫學研究
專用款 

植微系 

3月 3,000,000 公益財團法人似鳥國
際獎學財團 

臺灣大學似鳥國際獎學金 日文系 

3月 3,000,000 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
金會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專用
款 

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 

4月 1,200,000 義芳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義芳化學博士生獎助學金 化工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5年 

(22筆) 

6月 3,510,000 臺大之友 鄭仕泰先生及鄭江端予女士支
助醫學物理相關研究捐款專戶 

物理系 

6月 1,300,000 臺大之友 化工系系務發展專用款 化工系 

6月 50,000,000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
金會 

永齡講座 臺大 

6月 2,000,000 臺大之友 捐助張亨先生紀念獎助學金 中文系 

6月 USD50,000 臺大之友 數學系事恩獎助學金 數學系 

7月 1,000,000 王德毅 王德毅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7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捐助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
心專用款 

傳染病防治研
究及教育中心 

7月 60,000,000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
金會 

永齡學者 臺大 

7月 18,183,085 郭台銘 台大癌症醫院籌備相關費用 癌症醫院 

8月 1,000,000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
基金會 

白先勇崑曲講座經費 戲劇系 

8月 1,000,000 許文富 許文富教授紀念獎學金 農經系 

8月 1,000,000 臺大之友 陳明通-兩岸談判研究團隊 中國大陸研究
中心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美元)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2年 

(4筆) 

8月 170,000 陳怡蓁 Yi Chen Chen 白先勇人文講座 文學院 

11月 100,000 

賴玉森 & 林惠美 David 

Yushen Lai & Amy Hueimei 

Lin 

臨床藥學研究所專用款 
臨床藥學

研究所 

11月 30,000 郭天恩 Marcus Tien Kuo 陳源隆先生紀念獎學金 植微系 

12月 40,000 汪履絃 植微系系友勵學獎學金 植微系 

103年 

(9筆) 

3月 100,000 
Hsushi Yeh & Ting-Ling 

Yeh 
化學系葉炳遠先生獎學金 化學系 

3月 1,000,000 萬祥玉 Livia Wan 萬祥玉講座教授 醫學院 

9月 44,100 Ben Jai Foundation 
數學系大學部第一志願獎學

金 
數學系 

9月 2,000,000 萬祥玉 Livia Wan 萬祥玉講座教授 醫學院 

11月 100,000 
Alicia Milla/ International 

Comuunity Foundation 
植微系學術發展專用款 植微系 

11月 50,000 方桑慧娟 Carol Fang 1965桑慧娟女士清寒獎學金   

一般捐贈(國外)：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美元)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3年 

(9筆) 

12月 34,000 

錢煦、胡匡政 (錢氏家族)

 Shu Chien & 

Kuang-Chung Chien 

錢思亮紀念講堂   

12月 100,000 夏亞琍 Alice Yali Hsia 錢思亮紀念講堂   

12月 40,000 李家豪 Jar-How Lee 蔡玉吉教授教育基金專用款 生技系 

104年 

(14筆) 

3月 49,200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黃俊郎教授實驗用途專用款 電機系 

5月 38,857 Benchiao Jai 
數學系新進專任教師額外加

給 
數學系 

5月 646,000 王大壯 Stanley Wang Stanley Wang D-school 
創新設計學

院 

5月 30,000 廖茂雄 Henry Liao 地理系楊楠子講座 地理系 

7月 170,000 陳怡蓁 Yi Chen Chen 白先勇人文講座 文學院 

7月 300,000 萬祥玉 Livia Wan 錢思亮紀念講堂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美元)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14筆) 

10月 200,000 
孫乃競 Nai Ching 

Sun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10月 32,000 臺大之友 
臨床免疫醫學發展專用款(江

伯倫醫師) 
醫學院 

12月 35,000 
汪履絃  

Li-Hsien Wang 
植微系系友勵學獎學金 植微系 

12月 300,000 萬祥玉 Livia Wan 錢思亮紀念講堂   

12月 100,000 臺大之友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12月 100,000 
蔡瑜祥 Yu-Shang 

Tsai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12月 100,000 

張智惠、林衡約Chih-

Fei Lin & Heng-Yeh 

Lin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12月 100,000 Chang-Yang Fund 數學系張楊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數學系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美元)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10月 200,000 
孫乃競 Nai Ching 

Sun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105年 

(5筆) 

4月 200,000 
國泰銀行Cathay 

Bank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6月 625,000 
王大壯 Stanley 

Wang 
Stanley Wang D-school 創新設計學院 

8月 70,000 臺大之友 物理系朝陽基金 物理系 

8月 482,000 臺大之友 仁民青年學者永續基金 電資學院 

8月 32,000 
Mr. & Mrs. David 

Chyan 

何宜慈博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
金 

電資學院 

總額 
新台幣 937,035,818 

美金 7,558,157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實物捐贈：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2年 

1月 1,292,215 

負責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
金會 

「洪建全先生紀念廳」
之室內裝潢及傢俱設
備 

管理學院 

10月 35,000,000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 
CMS個案管理系統、
AMP住院醫療平台系
統 

台大及附設
醫院 

103年 

11月 3,000,000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聚焦離子束與電子束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理學院貴重
儀器中心 

12月 4,003,248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經濟學系圖書室裝修
工程 

社會科學院 

12月 1,988,700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吋液晶顯示器4臺 台大 

104年 

1月 1,075,000 玉山銀行 
玉山廳裝修工程、視
聽及周邊設備 

管理學院 

3月 14,802,000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高規格伺服器1批 
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中心 

3月 4,950,000 
數位無線軟體股份有限公
司 

雲端軟體1套 
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中心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實物捐贈： 

總額 新台幣 1,097,934,777 

捐贈年月 
捐贈金額 

(新台幣) 
捐贈者 指定用途 受贈單位 

104年 

8月 1,006,886,604 財團法人永齡教育基金會 生醫工程館1棟 台大 

10月 2,165,714 財團法人微風慈善基金會 一般型救護車1輛 保健中心 

11月 1,050,000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學院裝修工程 管理學院 

11月 1,100,000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象層析儀系統1套 工學院 

11月 5,868,550 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設備1批 圖書館 

12月 1,224,846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螢幕顯示器40臺 
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中心 

105年 

3月 7,302,000 太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示波器2臺 
電機資訊學
院 

6月 1,960,000 
財團法人三花棉業公益教
育基金會 

8人座小客車1輛 台大 

8月 4,265,900 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 分離式冷氣共56臺 台大 



一、協助各項大額捐贈成立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股票捐贈： 

捐贈年月 捐贈內容 捐贈者 指定用途 

104年 12月 
10萬股股票捐贈 

價值約新台幣一百多萬 

某科技公司 
董事長 

臺灣大學 
校務基金使用 

總額 新台幣 1,00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 

        本校自97年度起，規劃由校務基金提撥部分經費，成立

臺大永續基金進行長期投資，每年只動用其4%孳息。透過長

期積極投資，增加校務基金收入，發揮聚沙成塔之效果，以

求支持學校長遠的發展。永續基金專戶孳息將提供教學及研

究獎勵、贊助講座經費、協助本校延攬世界級名師，以及提

升教師水準等。 

         由於97年度適逢臺灣大學建校80年校慶，特擴大募款專

案及加強永續基金之挹注； 爾後各類大型捐贈案與獎學金，

亦依其不同捐贈意旨，各設立其永續專戶，在教學研究與獎

勵清寒學生上各有斬獲。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00 臺大永續基金 (非指定用途捐款)   27,389,386 

FG101 捐贈優良教師   205,315 

FG102 愛護動物計畫 獸醫專業學院 103,092,174 

FG103 有為基金 物理學系 6,000,000 

FG104 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 社會科學院 5,000,000 

FG105 董同龢教授暨王守京女士紀念獎學金 中文學系 2,000,000 

FG106 1963台大商學系畢業校友獎學金 商學系 2,437,375 

校友洪允惠女士基金 醫學院與管理學院 USD500,000 

FG107 鄭發育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心理學系 752,581 

FG108 朝陽基金 物理學系 5,262,400 

FG109 富邦永續講座 管理學院 30,000,000 

FG110 林仁壽教授獎學金 獸醫系、農藝系、動科系 3,000,000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11 許玲惠女士紀念獎學金 生命科學系 450,000 

FG112 畜牧研究獎學金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1,000,000 

FG113 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 醫學院 8,000,000 

FG114 任江屢昇女士獎學金 各系所 30,000,502 

FG115 台新財務金融獎助學金 財務金融系 1,000,000 

FG116 龍教授冠海博士獎學金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1,000,000 

FG117 高坂知武教授獎學金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1,060,000 

FG118 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 各學院 18,033,559 

FG119 林克孝原住民紀念獎助學金 財金系 1,563,240 

FG120 阮維周教授紀念獎學金 地質學系暨研究所 2,039,039 

FG121 梁次震永續基金 物理系 200,00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22 管理學院推廣教育永續基金 管理學院 8,925,196 

FG123 結草銜環永續基金 農經系 1,000,000 

FG125 施孫富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生工系 10,000,000 

FG126 凝態中心永續基金 凝態中心 25,000,000 

FG127 趙綺娜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5,000,000 

FG128 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81,539,036 

FG129 
財金系推廣海外教育、國內志工服
務暨鼓勵學生進修獎學金永續基金 

財金系 12,000,000 

FG130 芮逸夫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人類學系 1,301,242 

FG131 王國瓔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3,000,000 

FG132 林文月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1,000,000 

FG133 王叔岷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中文系 4,50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34 數學系事恩獎學金永續基金 數學系 1,542,500 

FG135 韓復智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1,000,000 

FG136 
臺大財金系卓越教師獎勵暨聘才永
續基金 

財金系 11,200,000 

FG137 台達電子工業獎學金永續基金 機械系、資工系、電機系 2,000,000 

FG138 故何君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各學院 1,048,591 

FG139 蕭啟慶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3,000,000 

FG140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
寒獎助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醫學院、管理學院、
電資學院 

60,000,000 

FG141 
醫學系補助新進教師招聘專用款永
續基金 

醫學系 9,000,000 

FG142 
國企系新進教師招聘專用款永續基
金 

國企系 12,420,000 

FG143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聰賢芬
英創新程序設計獎學金專用款永續
基金 

化工系 1,177,150 

FG144 宋品一獎學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中文系 1,00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45 薛明敏獎學金專用款永續基金 中文系 1,000,000 

FG146 
心理學系鄭昭明教授紀念獎學金專
用款永續基金 

心理系 1,200,000 

FG147 楊金豹永續基金 物理系 6,000,000 

FG148 
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獎學金永續基
金 

圖資系 2,100,000 

FG149 創新設計學院經費永續基金 創新設計學院 0 

FG150 陳鳳祥女士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圖資系 2,000,000 

FG151 陳明新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機械系 2,500,000 

FG152 胡達開先生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數學系 1,000,000 

FG153 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 農藝系 2,000,000 

FG154 數學系張楊獎助學金永續獎學金 數學系 3,273,500 

FG155 
鄭仕泰先生及鄭江端予女士獎助學
金 

物理系 1,00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56 
戴君仁教授暨夫人顧志鵷女士紀念
獎學金 

中文系 1,000,000 

FG157 金祥恆教授紀念獎學金 中文系 1,000,000 

FG158 孔德成先生論文獎學金 中文系 1,000,000 

FG159 1953醫學系黃錦棠醫師紀念獎金 醫學院 USD 250,000 

FG160 亞細亞銀行獎學金永續基金   USD 900,000 

FG161 
公共衛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金永
續基金 

公衛學院 5,000,000 

FG162  何東英教授專題研究獎學金永續基金 化學系 1,500,000 

FG163  周俞特珍女士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1,000,000 

FG164  陳伯楨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人類系 0 

FG165  王德毅教授獎學金永續基金 歷史系 1,000,000 

FG166  鄭因百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 文學院 1,030,000 

FG167  潘寶霞女士講座永續基金 中文系 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代碼 名稱 受贈系所 
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 

FG168 
農業經濟學系許文富教授紀念獎學金
永續基金 

農業經濟學系 1,000,000 

FG169 
電機資訊學院何宜慈博士紀念獎學金
永續基金 

電機資訊學院 0 

FG170 施拱星傑出學士論文獎永續基金 數學系 1,000,000 

FG171 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永續基金 社科學院 0 

萬祥玉講座教授永續基金 醫學院 USD 3,000,000 

1965桑惠娟女士清寒獎學金永續基金 USD 50,000 

二、協助成立各項永續基金（截至105/8/31） 



三、受理承辦小額捐款 

        財務管理處主導學校募款相關事宜，承辦個人或企業機

構之小額捐款或其他類型捐贈，達到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

效果。依照由本校各單位、處室研討之「捐贈作業程序表」

，提供本校各級單位、院系所，作為接受個人或企業捐贈時

之參考依據。         

歷年捐款金額與捐款件數累計如下(經由本處承辦之部份)： 

捐款筆數總計6,660筆，金額達新台幣128,321,967元。 

年度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至8/31） 

捐款人數 931 985 1,219 658 

捐款筆數 1,483 1,781 2,170 1,226 

捐款金額（元） 31,590,533 35,022,763 36,797,819 24,910,852 



三、受理承辦小額捐款 

 

104年各式捐贈筆數之比例 104年各式捐贈所佔金額（新台幣） 



四、洽談成立之優惠 

        為服務本校人員出國進修、研考、開會或觀光等需求，

本處與諸航空公司簽約，加入企業會員，並設立「舉手之勞

『座』愛心」活動，將每期所得回饋之免費機票，補助予清

寒學生，另定期舉辦抽獎活動，以回饋協助參與者。 

        並為減少本校同仁財務負擔，本每年皆與銀行洽談最新

的信貸、房貸優惠案，並與玉山銀行、華南銀行洽談外匯與

各項金融商品手續費之優惠。 

        同時，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師生及校友福祉，本處積極

洽談各類商店及廠商，包括餐飲、住宿、交通、購物等生活

優惠，讓臺大人能享受更便利與優質的服務。 



四、洽談成立之優惠 

分類 類型 簽約公司 主要內容 

食 

餐飲業 Yogurt Art紫晶優格店 用餐9折優惠 

餐飲業 原創花雕雞 

1.刷卡結帳用餐享9折優惠 

2.現金結帳用餐享88折優惠 

3.當月壽星招待私房小菜 

餐飲業 洋旗牛排餐廳 用餐免服務費 

餐飲業 荒漠甘泉音樂餐廳 中、晚餐9折優惠 

餐飲業 雅帝經典美食餐廳 
1.餐廳免服務費、免開瓶費 

2.Skybakery 20碼麵包坊享9折優惠  

餐飲業 左巴好室‧好事 用餐免服務費 

餐飲業 希臘左巴 用餐免服務費 

餐飲業 圖貝塔極品咖啡 消費即贈市價120元之冰淇淋或甜點 

餐飲業 義式古拉爵桂林家樂福店 用餐95折優惠 

餐飲業 媽媽魚野生海魚超市 媽媽魚自家商品95折 

餐飲業 艾琳農坊 全館商品7折 

衣 一般購物 利寶成衣(BOBSON) 正品85折 



四、洽談成立之優惠 

分類 類型 簽約公司 主要內容 地點 

住 

旅宿業 東華大學會館 優惠房價 花蓮市 

旅宿業 朝代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南市 

旅宿業 日月潭大飯店 優惠房價 南投縣 

旅宿業 威斯汀六福皇宮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圓山大飯店 
優惠房價與會議場地
租金優惠 

台北市 

旅宿業 上海西華酒店公寓 優惠房價 上海市淮海西路1號 

旅宿業 JustSleep捷絲旅商務旅店 優惠房價 
台大館、林森館、西門館、高
雄館、花蓮館、礁溪館 

旅宿業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優惠房價 宜蘭縣 

旅宿業 康爵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南市 

旅宿業 凱撒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福容大飯店 優惠房價 

中壢、三鶯、桃園、台北、林
口、桃機A8、深坑、高雄、福
隆、紅樹林、墾丁、花蓮、漁
人碼頭、月眉 

旅宿業 安居台北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晶璽商旅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塔木德原德館 優惠房價 台中市 



四、洽談成立之優惠 

分類 類型 簽約公司 主要內容 地點 

住 

旅宿業 福華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翡翠灣、石
門水庫、墾丁、福華苑 

旅宿業 熱海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台北馥敦飯店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成大會館 優惠房價 台南市 

旅宿業 兄弟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富驛集團酒店 
優惠房價與會議場地
租金優惠 

台北、台南、高雄、野柳 

旅宿業 六福客棧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台南晶英酒店 優惠房價 台南市 

旅宿業 藍天麗池酒店 優惠房價 花蓮市 

旅宿業 麗尊酒店 優惠房價 高雄市 

旅宿業 麗景酒店 優惠房價 高雄市 

旅宿業 北投樺舍商旅 優惠房價 台北市 

旅宿業 璞樹文旅 優惠房價 台中市 

旅宿業 天籟度假酒店 優惠房價 新北市 

旅宿業 台南大飯店 優惠房價 台南市 



四、洽談成立之優惠 

分類 類型 簽約公司 主要內容 

行 

航空業 中華航空 
1.網路購票優惠 

2.累積里程數回饋 

航空業 長榮航空 
1.網路購票優惠 

2.累積機票淨額回饋 

航空業 國泰航空 專案期間網路購票優惠 

航空業 東方航空 專案期間網路購票優惠 

航空業 土耳其航空 專案期間購票優惠 

育 
一般購物 大新店駕駛訓練班 訓練班享優惠價 

一般服務 意德輯 翻譯與編修享95折優惠 

樂 

旅遊業 華旅網際旅行社 團費享折扣 

旅遊業 新進旅行社 團費享折扣 

電影業 百老匯影城 票價優惠(僅限現金消費) 

文創產業 琉璃工房 消費享9折 

其他 
醫療業 德華牙醫 免掛號費 

一般服務 強物理治療所 治療費用85折起 



五、資金開源節流 

 確實執行現金管理，嚴控本校收支。 

 充分運用短期資金調度工具，如定存與貨幣市場基金等

具安全穩定特性之投資標的。 

 持續與往來銀行洽談降低各項金融費用。 

 依循投資小組建議，掌握市場動態，校務基金投資標的

更多元化，以提高獲利並分散風險。 

 陸續處分本校投資，實現獲利。 

（詳細內容請見後述財務處投資概況） 



    

肆、財務處投資概況 



一、投資規劃與目標 

 長期投資方針：美國就業房市與通膨無虞，預計聯準會將升息步伐
減緩，股市呈高檔震盪。歐洲經濟英國脫歐議題，更顯詭譎，為刺
激經濟歐盟將持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中國景氣仍處低檔，過剩產
能待消化，密切觀察官方政策走向。長期投資以高殖利率與低本益
比之國內外公司具規模、永續經營具成長性公司為主要標的。另視
經濟情勢與產業循環特性，處份漲幅已高與未來成長性有限之標的，
以確保獲利。 

 中期資金投資方針：穩定安全為首要考量，中期資金以台幣長天期
定存為投資標的。 

 短期資金投資方針：以台幣短天期定存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為主要
投資標的，在考量風險、規模與績效等因素後，目前投資貨幣市場
基金共10檔，以利短期資金操作，減少閒置資金與增加利息收入。 

 財務處進行短期資金調度，持續減少閒置資金，目標為105年1-8月活
存佔未兌現支票比率為58%以下。長期投資目標為投資年報酬率達
4%或現金殖利率達4%。 

 降低金融費用10%。 



 減少閒置資金： 

嚴控本校現金收入與支出，至105年1至8月活存佔未兌現支票
比率為55%較去年同期59％減少6.8%。 

 增加利息收入： 

本處運用短期資金調度工具，如定存與貨幣市場基金等具安全
穩定特性之投資標的。105年1月至8月利息收入(3,482萬)較去
年同期(3,233萬)增加7.7%。 

 增加投資收入： 

本處105年8月底投資標的之現金殖利率平均為5.1%、年平均
報酬率達6.81%，均達目標。 

 降低金融費率： 

經與往來銀行協商，本校借款利率較市場行情優惠幅度達18%

以上(20個基點) ，另證券交易之手續費率，降幅亦達10.5%。 

二、執行成果 



    

伍、結語 



        臺灣大學近幾年來，持續朝向發展成為一流頂尖大學邁
進，已進入世界前一百大，自籌財源在財務上確有助於學校
校務發展。 

 

        本處自開辦以來，積極致力於籌措財源，妥善利用學校
資源及設施，增加校務基金收益。為推動以上業務，財務管
理處引進專業管理及投資人才，將隨時掌握時代之脈動，期
望群策群力，攜手共進，克服種種困難，協助本校發展成一
流頂尖大學，為全校師生福祉努力。 

結語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