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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八年四月

校友相揪回娘家，同慶母校生日快樂！熱鬧又溫馨
摯友同窗共硯是緣分，年年相聚是幸福。嘉南藥理大學校友總會配合學校創立 53
週年，3 月 31 日舉行校友日活動，除安排精采豐富的節目外，也設宴接待老少校友；
眾多學長姐熱情捧場，相揪攜手回娘家，與久別重逢的師長同學聚首敘舊，場面溫馨
熱絡。

嘉藥率先決議不調漲學雜費，更保證教學品質不打折！
日前教育部公告 108 新學年度大學校院學雜費的漲幅基準，本校為體恤學生並考
量家庭經濟負擔，率先決議不調漲；不僅如此，學校還決定繼續投資建設，強化軟硬
體資源設備，保證教學品質絕不打折！學校自 93 學年度起即未再調漲學雜費，主要
是在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共同努力之下，校務持續穩健成長；另一方面也考慮社會景氣
影響下，莘莘學子的家庭經濟負擔，希望讓就讀嘉藥的所有學生都能安心就學。

嘉藥完善安居樂學，5 千床位住好住滿！
又來到年輕學子升學的重要時節，大學宿舍也成為關注的焦點。本校因擁有 5 千
床位，堪稱全國私立大學之最，加上寢室空間寬敞、設備新穎，頗受新生及家長青睞；
像日前辦理申請入學複試，學校安排前來應試的考生和陪同家長參觀宿舍，便吸引眾
人目光，甚至有人急著搶先預約住宿，可見受歡迎的程度，也讓有志入學嘉藥的學子，
無疑吃了一顆定心丸。

嘉藥申請入學超夯，學子搶攻熱門系組
108 學年度高中生四技申請入學，日前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公布第一階段
篩選結果，本校在醫藥衛生學群向來享譽名聲，今年也廣獲學子青睞，吸引眾多高中
生報名，總計招收 10 系 473 個名額，共有 2,293 人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在全國私立
科大中名列前茅。

畢業開「薪」呷頭路，嘉藥就博會人氣旺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畢業季節，學校協助畢業生及校友職涯輔導活動也開始起跑，
其中最大盛事就是就業博覽會。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主辦、本校研發處
承辦的「搭起就業橋樑 前進幸福企業」校園徵才活動，3 月 27 日於大禮堂隆重登場，
雲嘉南分署楊慶元技正、臺南市府勞工局長王鑫基也出席力挺，現場人氣鼎沸，盛況
空前。

悠游於藝 × 浮雲繪憶，藝壇三傑嘉藥聯展
本校年度盛事「愛心湯圓義賣」活動已邁入第 12 年，於 12 月 12 日熱鬧登場。
主辦的嘉藥學生議會，今年加碼推出不同口味的炸湯圓，也安排摸彩、舊衣回收與發
票募集等愛心節目；更特別的是，邀請境外生一起參與，從搓湯圓、料理製作到分裝
配送，大家相揪共襄盛舉，讓他們在臺求學體驗臺灣特有的民俗氣氛，留下難得的美
好回憶。

無毒校園，健康滿分～嘉藥宣導反毒有創意
本校 4 月 9 日下午，舉辦「無毒人生、精彩萬分」防制藥物濫用宣導週開幕式，
大力推動反毒教育；現場除了專題演講、反毒海報展與拒毒連署簽名等活動外，更有
衛福部反毒行動巡迴車的宣導展示，以及「毒品 OUT」三振出局遊戲，創意十足，吸
引眾多師生熱情支持參與，大家齊力向毒品說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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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與美國聖湯瑪士大學締結交換生協議，嘉惠學子
美國聖湯瑪士大學一行 8 人，3 月 28 日專程拜會本校。兩校本為姊妹校，這次久
別相見，格外親切溫馨，也為雙方進一步推動學術交流，簽署合作協議書，此後將正
式開啟交換生制度，未來兩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可到對方學校研修課程並相互承認學
分，不僅嘉惠兩校學子，也擴大彼此實質互惠的交流平臺。

專業營養團隊服務讚！寓教於樂，享「瘦」好健康
本校保健營養系師生，經常舉辦校外專業服務活動，獲得廣大迴響。3 月 29 日上
午，由黃惠玲老師帶領修讀「深碗課程 - 肥胖與體重控制」的學生，前進臺南市永康
國小，配合該校 110 周年校慶，與王瓊嫣營養師合作，共同舉辦「營養教育闖關活
動」，推廣小學健康促進教育，寓教於樂，成效頗佳。

力推傳統整復推拿，休閒學院辦技能檢定講師研習
勞動部為提升民俗調理業傳統整復推拿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水準，並保障民眾接
受傳統整復推拿的健康安全權益，已於今年 2 月 23 日公告「技術士技能檢定傳統整
復推拿職類申請檢定資格」，凡取得該報檢資格規定之訓練或學分證明者，均可報名
該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

多元進修樂勤學，與步兵 203 旅簽訂策略聯盟
為鼓勵官兵精進學習，並提升國軍人力素質，本校與陸軍步兵 203 旅簽訂策略聯
盟合作協議書，儀式於 3 月 26 日上午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陳鴻助與步兵
203 旅副旅長陳生平共同簽署，未來雙方將秉持互惠原則，針對進修與推廣教育等課
程進行合作交流，締結夥伴關係，共創雙贏新局。

深化在地食安 × 開創米麵食新意象，民生學院辦成果展示會
本校民生學院 11 月 23 日舉辦「推廣食安健康，增進社區樂活」成果暨創意米麵
食展示活動，聯合學院五系師生，展現今年度前往各中小學及社區推動食安健康教育
的成果；現場同時展示教師帶領學生製作營養可口的米麵食創意產品，也在年終繳出
豐碩漂亮的學習成績單。另外，為展現推動成果，5 系學生發揮技能，運用在地天然
食材，結合傳統與創新，展示多樣頗負巧思的健康米麵食作品，吸睛十足。

畫中游藝 ‧ 意在筆先，手繪美學工作坊 hen 吸睛
本活動聘請榮獲府城文學獎繪本家，同時也是在地臺南畫家的郭桂玲老師，帶領
學員運用西方的粉彩畫筆，以及結合書法家王羲之「意在筆先」概念，將中國古籍諸
如《詩經》等如詩如畫之意境，優游自在的展現在圖畫紙、卡片與書籤等，讓師生驚
艷一場中西合璧而難得的藝術創作體驗。

他的未來不是夢～且聽戲說功名 夢裡乾坤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藝術中心副主任高美華教授，3 月 25 日上午於本校國
際會議中心 3 樓，以「戲說功名 ‧ 夢裡乾坤：優游狀元夢 - 戲曲中的文人」為題，
引領大家穿越時空，將戲曲人物栩栩如生的帶到現今舞臺，述說追尋功名的辛酸血淚，
以及荒誕怪奇的軼事，令聽者在沉浸古人功名路上的悲喜之餘，同時也反思個人追尋
前程的目標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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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 熱情！體育志工手牽手，運動會上展身手
本校體育室運動志工團經常鼓勵學生參與體育服務工作，協助社區及鄰近學校辦
理和指導運動賽事，以發揚志工服務美德。3 月 16 日，在臺南市立仁德幼兒園長李
敏鳳熱情邀約下，派出多位體育志工協助該園運動會賽事與裁判工作，充分展現本校
運動志工團成員的專業與熱情，也顯示嘉藥學生不只專注於專業知能，還具備積極主
動的服務精神，廣受好評。

金蘭之契 育才交流，東京藥大來嘉藥研習取經
日本東京藥科大學在藥學部講師別生伸太郎、學務部國際交流中心宇治原忠男陪
同下，率領該校藥學部遠藤悠實、吉田佳乃子、山內直也等 3 位學生，3 月 11 日上
午拜會本校。除舉行盛大溫馨的歡迎會外，本校特別安排校園導覽，參觀校史展、圖
書館、運動中心，以及與這次研習關係密切的分析檢測中心、和生藥學大樓等先進設
施，讓日本研修師生認識校園環境，下午隨即展開課程學習。

「平安袋著走」宣導交安有玩味
本校於 3 月 11 至 14 日辦理交通安全週系列活動，內容精采豐富，包括 3 場專題
演講及「平安袋著走」創意杯袋彩繪，吸引眾多師生參加。主辦單位學務處希望透過
生動活潑的宣導方式，讓同學能深入瞭解道路交通法規，認識交通號誌及路面標誌標
線，並建立道路安全正確觀念，以降低校外騎乘機車意外肇事率。

運動專業指導員正夯，職涯前景「薪情」好！
本校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運動管理系，獲教育部補助執行「推動大專校院運動專
業指導員培訓及服務計劃」，3 月 9 日結訓，共培育了 25 位專業指導員；日後他們
將在課餘時間，至民間企業及國中小學擔任運動專業指導員，並由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時薪 400 元的指導費用，同學不僅能發揮專業，也可兼顧學業與生活，未來就業更有
保障。

嘉藥校友總會聘黃偉哲市長任顧問，攜手打造優質教育環境
嘉藥校友總會由總會長施俊鈞率領理監事幹部，以及近日成立之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校友聯合會要員，在本校校友中心執行長謝國鎔陪同下，一行 12 人聯袂前往永華
行政中心拜會市長。施總會長親自遞交嘉藥校友總會顧問證書給黃市長，同時建請市
長進一步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顧問，並力邀參加 3 月底嘉藥創校 53 週
年舉行的校友回娘家活動。

休閒學院推高中職教師研習，健康活力十足
本校休閒學院 1 月 25 日舉辦「2019 全國高中職教師健康休閒工作坊」研習，計
有來自全國約 16 校 60 餘位教師參與，推出精油調製、航空票務、身體能源養生、經
營策略與銀髮族健康促進等領域之課程，為高中職教師帶來時下新知識，有助於他們
返校任教時，可增進健康休閒方面的實務教學能力，成果頗豐；而對於本校培育樂活
產業人才之努力，全體參加教師也賦予高度肯定，讚賞有加。

給學童愛與希望， 嘉藥食品系烘焙飄香阿里山
本校食品科技系學生，發揮愛心當仁不讓，日前利用寒假前往阿里山的嘉義縣番
路鄉隙頂國小，舉辦「品格暨烘焙教育研習營」，教導小朋友烘焙技術，並從「學中做、
做中學」體驗過程裡，培養「職人」精神品格，不僅讓偏鄉學童習得一技之長，也在
歲末迎春之際，留下美好的難忘回憶。

節錄自2017年12月台南市政府出版「台南106市政工作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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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 108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嘉藥囊括 6 大獎
日前國家圖書館舉行「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表揚全國最具學術影響力之大
學校院。本校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類別的七個獎項中榮獲六大獎，表現亮
眼，顯示本校在學術研究上的努力，備受重視與肯定。這次本校獲得獎項分別為：
•	 最佳學術傳播獎 (I) 電子全文授權數：位居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五名。
•	 最佳學術傳播獎 (II) 電子全文授權率：排名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三名。
•	 最佳學術熱點獎 (I) 論文書目點閱數：排名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五名。
•	 最佳學術熱點獎 (II) 論文書目點閱率：排名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三名。
•	 學術影響力獎 (I) 電子全文下載數：位居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五名。
•	 學術貢獻獎為綜合指標之學術影響力，本校位居私立技職校院組第五名。

點選可閱覽全文

校友人物報導

日式經營達人
謝德璋
日藥本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德佑藥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做任何事情就要從頭開始，抓住機會！
觀賞影片：
https://youtu.be/uhGMBzTg1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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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2
總會長率領團隊邀
請台南市長擔任總
會顧問，感謝總會
長的用心

中華民國一○八年四月

2019.03.31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

2019.02.17
台南市藥學系系友
會第二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

2019.02.20
台南市校友會新春
團拜暨春酒

2019.03.27
「搭起就業橋梁，
前進幸福企業」就
業徵才博覽會

2019.02.24
台北市校友會新春
團拜+春酒

2019.03.17
本校藥學系與台東
縣藥師公會簽訂藥
學生社區藥局實習
合作協定

2019.04.14
台中市校友會青青
湖畔烤肉聯誼活動

健康 ‧ 關懷 ‧ 精緻 ‧ 卓越

2019.03.31
校友日暨校友回娘
家活動

2019.04.14
嘉義市校友會第10
屆春季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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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108年度專業服務類

環保訓練

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室內空氣品質密集訓練班

05/08-05/10

室內空氣品質假日訓練班

06/16-06/23

室內空氣品質高雄密集訓練班

07/02-07/04

室內空氣品質密集訓練班

07/03-07/05

甲級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
假日訓練班

06/01-07/28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假日訓練班

06/01-07/13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密集訓練班

06/19-06/30

訓練日期

坐月子服務人員訓練班
授權招生字號：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
06/28-08/29
就服中心
108年4月24日南市勞訓字第
1080484204號

臺南市政府108年度餐飲服務類
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嘉藥校友通訊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假日訓練班

07/13-08/11

即將公告

即將公告

乙級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
假日訓練班

07/13-08/11

環境教育人員研習假日
研習班/展延認證班

07/20-08/03

經費來源：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廣告>

休閒技能

技能證照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107-2游泳訓練班(第一期)

02/25-06/29

108年保母檢定術科加強班(6月份)

05/26-06/09

107-2游泳訓練班(第二期)

07/01-08/23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第7期

06/01

亞洲色彩噴槍彩繪易容術

06/01-06/02

澳洲IAAMA國際芳香調理師培訓
輔導班

05/12-06/16

06/08-06/30

中餐烹調丙級葷食術科證照
輔導班-生活系第16期

化粧品調製工程師培訓進階班
(第七期)

07/07-08/04

05/25-06/02

107-2中餐烹調(素食)乙級證照輔導班
(餐旅系)

手作乾燥花實務班

07/27

107-2中餐烹調(素食)丙級證照輔導班
(餐旅系)

04/14-05/12

行動坐月子人員課程-第2期

07/06

行動坐月子人員課程-第3期

07/20

超人氣手作甜點-第2期

05/18-05/19

超人氣手作甜點-第4期

07/06-07/07

超人氣手作甜點-第5期

07/20-07/21

魔法科學營隊-魔法練習生

07/01-07/05

魔法科學營隊-魔科超人營

07/01-07/05

網路報名

課程資訊

加入Line群組獲得最新資訊

★本表相關內容如有異動，請以報名現場資訊為主。
★本單位保有師資、課程內容、時間及場地等異動權利。
★現場報名請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行政大樓A102辦公室)。
★聯絡電話：06-2664911轉1613、1615、1616、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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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嘉藥校友通訊

中華民國一○八年四月
【捐款期間：2019.01~2019.04】

捐款者

金額

捐款者

金額

捐款者

圓夢助學金
10,000

郭柏宣

2,000

柯信吉

3,200

王怡敦

2,000

陸明達、張貞貞

10,000

廖哲輝

500

生輔組_遺失物招領
現金

800

文俊貴

500

黃弘吉

20

黃俊穎

500

余光昌

45,000

游智仁

500

盧素娥

20,000

施凱鐘

500

王憲奕

20,000

左惠文

500

張心鈴

10,000

賴振立

1,000

生輔組_拾獲現金

1,100

劉俊明

500

台灣海普特國際有
2,000
限公司(黃美翠)

1,000

邱振雄

500

利永貞環保事業有
限公司

2,000

林韋志

3,000

學務處生輔組校內
學生拾獲現金

2,800

洪睦雅

15,000
800

金額

工83孝

1,420

世侑安全衛生有限
公司

10,000

謝宜璋

10,000

新太資訊有限公司

5,000

蔡一主

2,000
生科系獎助學金

鄭淨月

2,000

吳明娟

4,800

陳品晟

19,100

陳玟雅

2,400

高毓瑩

2,400

李國榮

8,400

田乃月

4,800

郭玫君

2,400

田孝威

2,400

洪瑞祥

4,800

吳明娟

2,400
環管系獎助學金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
司

蔡賀全

2,200

鎬城環安科技有限
公司

3,000

15,000

-

-

-

-

藥學系獎助學金
郭綜合醫院

環工系獎助學金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者

職安系獎助學金

莊寶宗

謝國鎔

金額

20,000
其他獎助學金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感謝您對母校的支持，謹代表受惠學子，獻上誠摯謝意！
因為有您的慷慨捐款，我們才有能力繼續為更多學子服務，特函申謝，毋任感荷。

嘉藥認同卡
本校自 1966 年創校以來，始終秉持「健康」、「關懷」
理念，建構多元豐富的學習和生活環境，致力培養健康樂活服
務產業之專業人才，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學成圓夢。這次發行
「嘉藥認同卡」，目的在連結師生、校友、家長與相關產業的
回饋服務網絡，並冀望涓滴匯集成暖流，幫助本校學生能在學
習上開花結果。

嘉藥認同卡樣張

健康 ‧ 關懷 ‧ 精緻 ‧ 卓越

> 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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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校友的一封信

嘉藥校友通訊

親愛的學長姐，大家好
多年來學校以各位學長姐畢業後在實業上努力的成果為榮，學校與學長姐
也在社會上攜手打拼，共同成長。近五十三年來，學校已由專科升格為藥理大
學，目前有五大學院、27個系所及學位學程，學生數約有一萬五千人的規模，
有此成績，全因各位學長姐在社會各界的優秀表現，進而展現的影響力。
長期以來學校以不同方式照顧在校弱勢同學，例如「推動圓夢助學計畫、
各項減免、弱勢工讀申請、急難救助」等；然而，至今學校弱勢同學仍不在
少數，在此分享一個弱勢同學小美(化名)的故事。小美來自雲林，一直都是媽
媽獨自扶養三姊弟，繼父也因為一場意外，導致身體殘廢，開始自我放棄，甚
至接觸毒品。母親為了照顧小美姊弟，進而累垮了身體，之後發現罹患子宮頸
癌，也因腎衰竭而必須洗腎。為了媽媽小美選擇休學，邊工作邊陪照顧媽媽，
後來重考上了嘉藥大學後的第2個月，媽媽就走了。小美失去了雙親的照顧以
及依靠，為了完成學業並照顧弟弟，只好長期打工養家，一度想放棄學業。目
前還好有各界捐助以及學校的弱勢補助，小美暫時還能維持學業。
「用教育來翻轉弱勢」，為了協助更多的弱勢學生翻轉人生，積極鼓勵並
補助弱勢同學參與各項學習，以及提升競爭力的相關輔導活動。此外；學校於
去年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之後，積極推動「高教深耕計畫--強化弱勢
學生輔導」募款方案。此方案重點為善用校友的捐獻來協助弱勢學生。教育部
以1：1的方式進行補助，也就是說您捐1元，教育部再補助1元給學校，用於扶
助弱勢生，因此你的愛心回饋將會有加倍的效果。
學校目前約有接近4千位符合弱勢條件的學生，這些同學需要各位與我們
共同來協助翻轉他們的人生。若您願意支持這個方案，請踴躍捐款並填寫「嘉
南藥理大學圓夢助學捐款意向書」，有您的支持，不但可以獲得教育部的相對
補助，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弱勢同學，讓同學們可以安心求學。謝謝您們的愛
心與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嘉南藥理大學 校友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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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圓夢助學」募款計畫
母校嘉藥創校已逾半世紀，培育全人健康服務專業人才為職志，秉持崇真務實
的「真實」校訓，一步一腳印，認真辦學，績效卓著，有口皆碑，深獲各界肯定。
尤其是，幸賴校友在各專業領域全力以赴，形塑出嘉藥優質的品牌，殊感敬佩。而
母校不僅竭力建構豐富學習資源，更致力營造完善的教育環境，期冀學生在校能安
居樂學，大家都能專心習得一技之長，在沒有後顧之憂下完成學業，並且順利就
業，服務社會。
然而，對弱勢學生而言，學雜費及各項生活費用等都是家庭沉重的負擔，為回
饋社會，母校多年來努力撙節開銷，並不遺餘力地用於照顧弱勢生。母校為擴大受
惠對象，以落實關懷弱勢的治校理念，在王昭雄董事長及歷任校長的號召下，推出
「圓夢助學」計畫，並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弱勢扶助機制，使清寒
弱勢生能順利完成學業，實現「安心樂業，勤學脫困」目標。而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對於校友的捐款，將以1：1方式補助在校弱勢生，因此您的捐助，將獲加
倍效益。
在此期盼各位校友慷慨解囊，讓學弟妹在經濟寒冬中，感受和煦陽光和春風照
拂；在久旱望雲霓裡，幸遇及時甘霖，同感嘉藥大家庭的溫馨。倘蒙時雨湧泉，個
人或校（系）友會的點滴惠施，學弟妹必永遠銘感在心。分享幸福，必加倍幸福，
敬請共襄善舉是盼。

圓夢助學募款計畫
用途

圓夢助學金

各系獎助學金
其 他

說明

捐款方式及帳號相關資訊
1. 現金：可親至學校校友中心繳款。

2. 支票／匯票：抬頭請填「嘉南藥
補助弱勢清寒學生學雜費、生活費、
理大學」，繳交方式可郵寄或親
校內宿舍住宿費，或符合教育部弱
至校友中心繳交。
勢助學輔導機制，透過課程學習或
就業輔導方式之學生學習助學金、 3. 銀行匯款／ ATM 轉帳：業務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台南分行」，
成績優異獎學金及專業證照考照費
銀行代碼「0060305」，戶名「嘉
等方式發給。
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為鼓勵各系優秀或弱勢學生於求學
帳號「0300717115019」。
過程中，能勇於挑戰自我、追逐夢
4. 信 用 卡： 可 以 VISA、MASTER、
想，朝更遠大的目標邁進而設立。
聯合 (U CARD)、JCB 任一種信用
卡進行捐款，捐款方式分為單筆
由捐款校（系）友自行指定其他有
一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兩種。
助於弱勢生學習或就業之各項用途。

◎嘉藥校友中心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 號
Tel：(06)266-4911#1034、1035、1048
Fax：(06)266-6740
Email：box163@mail.cnu.edu.tw
健康 ‧ 關懷 ‧ 精緻 ‧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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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圓夢助學捐款意向書
一、基本資料

收款單號：

姓名 / 機構名稱

( 由校方填寫 )

身分證 / 機構 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傳真：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身

份

年
□ 校 友，民國
□ 基金會 □ 企業 □ 一般大眾

科/系/所/班畢(結)業

二、捐款方式
捐款用途
□ 現金
□ 支票 / 匯票

配合教育部弱勢助學輔導機制，透過課程學習或就業輔導等方式，發給學生學習助學金與獎勵金，
以及專業證照考照報名費等。
校友可親至學校「校友中心」繳款；基金會、企業及一般大眾請繳至學務處「綜合服務組」。
捐款金額：新台幣
元。
抬頭請填「嘉南藥理大學」，繳交方式可郵寄、或親至校友中心或綜合服務組繳交。
捐款金額：新台幣
元。

□ 銀 行 匯 款 / 業務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台南分行」，銀行代碼「0060305」，戶名「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
ATM 轉帳
藥理大學」，帳號「0300717115019」。 捐款金額：新台幣
元。
以信用卡方式捐款請填寫以下欄位：
1. 持卡人姓名：
2. 信用卡別：□ VISA
3. 發卡銀行：

□ MASTER □ 聯合 (U CARD) □ JCB

4. 卡片期限：西元
□ 信用卡

5. 信用卡號：

年

月止

-

-

-

卡片背面末三碼：

6. 捐款金額：(1) 單筆金額：
(2)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 固定 □ 每月 □ 每年，捐款新台幣
7. 簽名（與卡片背面一致）：

年

月，
元。

8. 銀行授權碼： ( 不需填寫 )

三、捐款收據
□ 不需收據

依捐款當事人意願選擇，不開立收據予當事人。
收據抬頭稱謂： □ 同捐款人

□ 其他：

□ 開立收據

收據寄發： □ 按月開立，按月寄發

□ 其他：

□ 同捐款單位
□ 按月開立，年度寄發

收件地址： □ 同通訊地址

□ 其他：

四、捐款芳名錄刊載方式（請擇一勾選）：□ 全名刊登 □ 匿名刊登
注意事項：
捐款者確認簽章：
1. 本意向書填妥後，校友可逕送校友中心（06-2664911 分機 1035）；基金會、企業及一般大眾請送學務處綜合服務
組（分機 1233）；或以郵寄方式送達。嘉藥校址：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2. 因本業務需要，本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填寫的個人資料。所獲資訊皆以尊重您的立場與權益為基礎，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妥善保管您的個資。若有修正需要，敬請來電告知，以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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