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化學系募款公開信
敬愛的系友們好:
首先向各位系友們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與問候，祝大家新年快樂。感謝各位
系友對母系的支持與愛護!
中山大學化學系系友會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重新運作，並遴選出新任會長
胡絢貿系友及副會長許銘案系友、李宗和系友希望能結合系友們的力量來協助母
系發展，同時嘉惠在學及畢業學弟妹們。
我們中山大學化學系的建築物和大學部教學實驗室過於老舊，有必要進行
更新，提升教學品質與系所形象。另外將成立獎學金，鼓勵優秀學生和幫助弱勢
學生完成學業。因此，我們將發起募款活動，若各位學長姊能慷慨解囊、熱心贊
助，必能提供學弟妹們更長遠優異的學習環境。衷心希望學長姊們能隨喜捐贈，
讓母系在大家的愛護協助下更蓬勃發展(校方會開立可抵稅的正式收據給您)。此
次捐款經費的收入與運用將公開於系網。如您的捐贈超過壹萬元(含)以上，本系
會將您的大名呈現於系館適當地點。您可使用現金、支票、銀行匯款、ATM 轉
帳或信用卡等方式進行捐款，請參考網址: (https://ufrc.nsysu.edu.tw/login.php)或捐
款單(附件)，當上線填寫捐款單時，特別提醒您於捐款用途處:勾選並填寫『系所
(單位):化學系』，以利系上專款專用。您們這份支持與鼓舞將會成為母系持續成
長茁壯的力量。若您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與系辦鄭小姐連繫
(nie57@staff.nsysu.edu.tw 或 (07)5252000 分機 3901)。
最後，真誠歡迎各位有空多回母系走走，有您的關心與支持，是化學系進
步的動力!
隨喜捐贈 無論金額 萬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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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募款計畫說明
1. 系館安全與環境改善工程（預算 800 萬，校方補助 300 萬）
化學系是中山最有歷史的系所之一。在教學和研究上，也是備受校內外肯
定。本系亦有獨立系館，但經歷 30 餘年歷史與面臨海邊，許多硬體已受鹽
份嚴重侵蝕，有安全及秏電問題(如:配線老化，部分電線溫度高達 40-50
o
C)。另外，系館老舊影響學生就讀意願。急需改善，但需要配合款校方才
能補助施工。

化學館建築嚴重物鏽蝕

2. 教學實驗室改善 （預算 200 萬，校方補助 100 萬）
教學實驗(普化、有機、物化、分析)是系上最基礎的課程。由於系上教學實驗
室設備已使用 10 餘年至今尚未更新，因此擬規劃更新教學實驗室，結合現今
的儀器設備及建物硬體設施，提升教學符合時代需求。

教學實驗地板龜裂(左圖)和受侵蝕(右圖)

3. 獎學金 （預算 120 萬）
希望經由系友們長期且穩定捐助的獎學金，能幫助弱勢、急難學子並吸引優
秀學生來中山大學就讀，以鼓勵並支持同學於困境中完成學業，讓中山化學
系於學術卓越與研發產業能量超越其它競爭學校。

預算經費
約需金額：

1120 萬

校方補助 :

400 萬

化學系自籌：

150 萬

募款目標：

570 萬

國立中山大學捐款單
●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校務基金勸募

捐 款 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民國 104 年度起配合綜所稅電子化作業，請填寫

□□□□□

服務單位

職 稱 董事
□ 教職員工 □社會人士
□ 校友: 民國
年

身分別

□企業團體

□其他
(系∕所∕班) (畢/結業)

●捐款收據與徵信調查
□ 以個人名義開立收據 (可作為扣抵所得稅之用)
□ 以公司為抬頭：
開立方式：□開立本次收據寄送；□年底彙整後一次寄送收據

捐款收據

請問是否同意本校將姓名、捐款金額及用途刊登於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同意，□ 不同意
●捐贈用途與捐款金額
□ 一次捐款:
新台幣
元整
□ 定期定額捐款:

□ 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
□ 逸仙館光華再現募款計畫
□紅色區域每席 168,000 _____席， □綠色區域每席 100,000_____席

捐
款
用
途

□灰色區域每席 50,000______席， □粉紅色區域每席 30,000_____席
□黃色區域每席 20,000______席， □藍色區域每席

10,000 _____席

□ 乘風萬里˙轉動人生-培育國際視野清寒獎助學金
30 萬以上者，請捐款人命名獎助學金:_____________
□ 創新創業基金
□ 系所(單位)

化學系

捐
款
金
額

每月新台幣
每半年新台幣
每年新台幣

元
元
元

□逸仙館光華再現捐款：
鐫刻姓名：(每一席以鐫刻
一姓名為限)

；指定用途:

□ 其他:

●捐款方式
□現金
□支票
□電匯
臨櫃作業



請將本捐款單連同現金送交(或以現金袋寄送)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支票抬頭指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並請加劃橫線「禁止背書轉讓」；
請將本捐款單及支票，掛號郵寄至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本校校務基金專戶—台灣銀行高雄分行
戶名：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
帳號：011-036032059
請將本捐款單傳真或郵寄至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別

□信用卡

授權碼
□ VISA □ MASTER
□ JCB □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號
授權起始日期：民國


□線上捐款

有效期限
發卡銀行

年

(由本校填寫)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月 (敬請詳閱捐款授權填寫需知)

請將本捐款單傳真或郵寄至本校校友服務中心

本校校務基金勸募款平台，網址：https://ufrc.nsysu.edu.tw/login.php

地址：804 高雄市西子灣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西子樓校友會館)
電話：(07)525-5011~12 傳真：(07)525-6689 E-mail：ufrcaa@mail.nsysu.edu.tw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寫需知
親愛的捐款人：您好！
為使作業處理正確、迅速，及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事項：
1.定期定額扣款於每月 15 日為扣款基準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一天辦理)。
2.請您在寄出或傳真授權書等資料之前，確定授權書是否填寫完整及簽名。
地址：804 高雄市西子灣蓮海路 70 號(西子樓校友會館)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收。傳真電話：07-525-6689。
3.敬請傳真授權書 10 分鐘後，主動來電確認信用卡授權書是否傳真成功。
4.使用信用卡扣款手續費：每筆金額 2.1%，皆由本校負擔。
5.本授權書之扣款方式為定期時，請勾選扣款期別，若未指定，則以每月扣款方式處
理。
6.本授權書若未填寫扣款時間，將以收到授權書為作業時間，並扣款到授權人通知本
校停止扣款為止。
7.本授權書若未指定收據抬頭，皆以捐款人姓名開立。
8.本授權書若未指定收據處理方式，皆以年底彙整後一次寄送處理。
9.若有增加、取消捐款或更改授權書內容，請以書面通知本校校友服務中心，但若要
更改為不同持卡人扣款，則需另外重新填寫授權書，於送達受理之下一作業日開始
生效。
10.定期捐款於授權失敗之當期暫停扣款一次。若因卡片掛失導致原有卡號停止使用，
則設定之定期捐款則停止扣款。若要繼續捐款，敬請重新填寫授權書重新進行捐款
設定。到期換卡或毀損補發卡片，提醒您務必開卡，以保留授權持續您的捐款。
13.本校有專人處理授權書，並約於扣款完成後三週內寄發收據，年底彙整一次寄送收
據則在隔年 2～3 月時寄發。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與本校校友服務中心聯絡，
(07)525-5011~12。
感恩您的支持！
祝福 平安喜樂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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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04 高雄市西子灣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服務中心(西子樓校友會館)
電話：(07)525-5011~12 傳真：(07)525-6689 E-mail：ufrcaa@mail.nsy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