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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的校友們：

　　國立清華大學在台

建校即將邁入一甲子，母

校具有輝煌歷史與優良傳統，成立

於1911年。1956年由梅貽琦校長在

新竹復校，明年是清華在新竹建校

一甲子，六十年來母校為國家社會

培育了六萬六千名各領域的清華菁

英。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國力的象

徵。今日的清華，是前人點滴累積

的成果；明日的清華，不僅建構在

今日的基礎上，也將影響到台灣

社會的發展。近年來，政府對高等

教育政策的改變，造成高教資源的

稀釋。雖然清華卓越的辦學成果，

獲得教育部及科技部等政府部門的

肯定與支持；透過產學聯盟或產學

研合作，也獲得民間企業經費的挹

注，但面對多元的國際環境與來自

全球大學的強勢競爭，清華必須更

積極尋求持久豐沛的支援，用以建

構教學與研究優質的軟硬體環境，

永續母校輝煌的成果，並支持台灣

提升國家競爭力。

母校近期的發展目標包含: 延攬國

際優秀教授、提升學生出國交換比

例、鼓勵國際志工團、擴充學習資

源與活動、增加補助弱勢學生獎學

金、促進學生之創新創業等。清華

的永續辦學以及為社會培育人才的

理想，需要您的支持與參與。

期許清華發光發亮讓校友們以清

華人為傲，成為華人地區首學。母

校推出「清華甲子傳大愛  六萬校

友集六億」活動，希望校友共襄盛

舉，捐助母校甲子基金，一同回饋

母校傳承興學。母校會將來自世界

各地校友的捐款動態，公佈在母校

捐款網站以昭公信。

祝福校友們　吉祥平安 順心如意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謝詠芬
敬上 

清華甲子傳大愛　六萬校友集六億

甲子基金募款用途    (甲子基金募款計畫書 )

清華永續發展方向 內容說明
募款目標

(單位：百萬元)

一、國際化

提升學生出國交換比率 100
聘任國際優秀教授 50
發展國際志工 10

二、學習資源 擴充學習平台及活動 90

三、獎助學金

旭日獎學金 30
還願獎學金 20
逐夢獎學金 20

四、學生活動 提供學生創新創業輔導 20
加強體育活動 20

五、校務發展 推展長期校務 240
總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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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華國際化之提升

1. 提升學生出國交換比率(5%增
加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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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現有180

所姊妹校合約，其中有139所交換

學生協議書，規劃募款提供多項獎

學金補助高比例學生出國交換學

習，提供學生短期交換或雙聯學位

之機會。

近幾年，母校交換生人數穩定成

長，涵蓋國家包含美洲地區，如美

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美國加州

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美國南卡羅

來納大學等，歐洲地區 :如法國卡

桑高等師範學院、法國里昂三大

學、法國高等電力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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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林雪平大學、

荷蘭萊登大學、義大利威尼斯大

學、西班牙瓦里西亞理工大學；亞

洲地區:如北京清華、浙江大學、哈

爾濱工業大學、南京大學、天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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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地區，如澳洲昆士蘭

大學、澳洲拉籌伯大等多達50所學

校，期許學生能從中學習如何與外

國學友互動，並體驗多元化的教育

環境，拓展全球視野與涵養，提昇

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2. 聘任國際優秀教授

清華歷年來不論在推動、協調全

校研究發展、產學合作及國際學術

合作等業務上或教學研究上都使師

生受益良多，也使母校在推動產學

研合作、與廠商建立連繫、掌握研

發及應用之方向、培養高級人才、

協助改善產業結構、發展高科技新

興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升級、整合

外界資源並與台灣多家標竿企業

(如：台積電、台達電、聯發科等 )

共同進行前瞻科技研發上均有卓越

成績。母校研發處更積極協助師生

推動尖端研究，支持跨領域合作團

隊，在前瞻物質基礎與應用科學、

低碳能源、神經網路體、奈微米科

技、先進製造與服務管理、資通訊

網路技術及應用及人文社會科學等

領域，持續有重大研究突破，教師

們於重要獎項之得獎比例更為各大

學之冠。

然而，大學的研究發展工作相當

多元，且必須因應瞬息萬變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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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環境與科技發展趨勢，我國教

授薪資與相鄰國家地區相比偏低，

為延攬及留住優秀教研人員，希望

增加設立講座、特聘教授及相關獎

勵補助以提升母校學術競爭力。

3.鼓勵國際志工團（坦尚尼亞、
奈及利亞、貝里斯、尼泊爾、馬

來西亞等）　　

母校推展「清華大學國際志工專

案」已邁入第8年，送出上百位同學

遠赴國外擔任志工，範圍遍及亞洲

的中國大陸、尼泊爾、印尼、馬來

西亞，與中美洲的邦交國貝里斯，

以及非洲的迦納、坦尚尼亞、奈及

利亞、獅子山等地期望提供給清華

學子不同的志工服務經驗。

秉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服

萬人務」的理念，期望透過國際志

工此項計畫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自

2007年起迄今已累積近500名同學

參與母校國際志工的團隊，且近年

來報名人數更加踴躍，可見母校學

生相當具有服務熱忱且勇於挑戰自

我，樂於服務社會大眾。同學經由

甄選後將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準備

計畫，透過培訓課程可加強志工彼

此間橫向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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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志工推動迄今，獲得同學熱

烈迴響，故母校自2013年開始擴

大對台聯大系統三校進行公開志工

招募。截至目前已輔導並組織了多

個國際志工團體，服務之國家更涵

蓋了尼泊爾奇旺山區、非洲坦尚尼

亞、奈及利亞、獅子山國、迦納、

中美洲貝里斯、亞洲馬來西亞等

地。擔任國際志工的同學，在服務

據點進行資訊種耔師資培訓、建置

電腦教室、偏遠小學課業輔導、協

助醫療義診、文史地理考察、社區

營造及科學輔導等志工服務。

國際志工不僅能更進一步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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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活動，開拓母校國際影響力

及知名度，亦能使學生在當地進行

深入的文化交流與體驗。促使學生

成為真正具有國際觀及能夠體察國

際脈動的一流人才。

二、學習資源

歷經12年籌建規劃、建築工程與

內部裝修，清華大學「學習資源中

心」於2013年正式啟用。

「學習資源中心」為地下1層、

前棟地上4層及後棟地上7層之複合

機能建築；座落於清華大學大門附

近，前臨大草坪，外觀兼具現代感

與簡約風格，平面配置有如一本打

開的書與一只滑鼠，象徵可同時提

供豐富多元，且即時新穎的實體與

虛擬學習資源與服務，是清華的知

識中樞及終身學習場所，亦是清華

邁向國際頂尖大學之重要指標。

清華大學學習資源中心是知識的

殿堂，每年入館人次達120萬，借

閱的圖書高達8 5萬件，館內電子

及實體藏書近四百萬冊，清華師生

及市民們得以沈浸於知識的洗禮當

中，未來規劃包含知識地圖的擴

充、學習網路的建立、文物典藏及

館藏發展等。

內容 內容

知識匯
強化知識網絡與研發動能，發揮

學術影響力 

● 完整呈現清華的研發能量及研發成果之影響力。

●  建立清華研究者之知識地圖，強化學術網絡，增進研究效能，
並簡化校友與產業界尋覓產學合作對象。

●  主動推薦清華研究者最新且相關的期刊論文、學術活動，維持
與國際主要學術社群研發資訊同步。

學習會
驅動清華跨領域合作創新校園學

習活動

●  營造多元的學習場域，透過跨領域知識分享與合作，激盪創
意、進行創新與創業活動。

●  透過多元學習活動，形成知識分享、應用、創新的文化，培養
表達、思考分析、團隊合作等基本素養與能力。

●  促進師生、校友、社會與產業專業人士的學習交流，匯聚人
才，發揮社會影響力。 

文化薈
籌備清華文物館，典藏清華文物

與近現代文化精粹。

●  典藏清華校史文物

●  收藏近現代文化精粹

●  籌建「清華文物館」 

館藏發展
支持學術期刊、電子資料庫、圖書、其他學習資源的採購、典閱

與推廣。



 ｜     ｜海外校友園地｜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56

三、獎助學金

1. 旭日獎學金--助低收入學子逆
境向上

清華大學繼「繁星計畫」之後，

於2013年起率全國之先，推出「旭

日計畫」，招收弱勢家庭子弟，提

供大學四年40萬元的獎學金，讓這

些學子無後顧之憂可以努力向學，

以「教育」來翻轉世代的命運。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

個在過去中國舊時代的寫照，在當

今台灣的教育場域也上演，國內頂

尖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學生其比例不

到1%，主要的原因是弱勢家庭的教

育支出遠低於一般家庭。同樣地，

根據美國統計，SAT考試成績與家

長收入成正相關，也與都會化的程

度、家長的教育程度、受教時間等

成正比。

日漸加大的貧富差距，造成社

會階層的不平等，也不利學習環

境。有鑑於此，美國頂尖大學並

不以SAT成績為入學的唯一門檻或

依據，考量知識活力、個人成長背

景、求學熱忱、學習動機等，同時

重視學生組成的多元（地區、族

群、社經），如此可避免同質性過

高，並擴大學生視野，有利大學追

求卓越，這也是美國頂尖優秀大學

如史丹佛、長春藤等名校的入學政

策之一。

台灣的大學入學方式卻少有如此

彈性，以至弱勢學生占公立大學全

體學生人數比例極低，讀頂尖大學

的比例更少。這樣的結果造成頂尖

大學學生同質性過高，不利多元化

學習。

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測成績普遍

偏低，因此需要針對低收入族群設

計不同的申請入學管道。取名「旭

日」，具有「黑夜已盡、旭日東

昇」之意，希望藉由制度的革新為

低收入家庭子弟爭取入學機會，並

與「繁星」計畫相互輝映。

旭日招生計畫，以「全方位審查

（Hol ist ic Review）」考量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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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入學後即分流至提供名額

的各學系就讀，必要時並提供學業

輔導，使這些學子將來有能力在清

華順利畢業，就業後安定一個家

庭。

至2014年止清華已招收16位「旭

日學子」，每年逐步增加名額，預

計到2016年招收30名，全校共達

120位經濟弱勢學生，每位每年給

予10萬元獎助學金，每年需要來自

母校與各界1200萬元至2000萬元

的獎學金。這些獎學金供給讀書與

生活所需，母校亦安排熱心導師輔

導，使學生融入校園以漸上軌道。

我們相信，今日您投下的每一筆

捐款，將為台灣的大學教育跨出一

大步，提供年輕世代翻轉負向循環

的機會。如同旭日學子表達的心

協助清寒學子安心向學 心中有夢、逐夢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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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謝謝大家給予我們這些有家

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幫助。」、「期

許在畢業之後，可以回饋這個社

會、母校，將旭日的理念繼續延續

下去。」

清華在推出旭日計畫之後，感謝

富邦、勵馨、浩然、遠航等公益基

金贊助，並有校友、社會人士、母

校教授以個人或公司身份認捐，使

旭日計畫得以成行。展望未來，旭

日獎學金需要更多的善心單位及個

人捐款，讓計畫持續運作，嘉惠更

多子弟。

我們盼望，這一切將在您手上而

有所改變，因旭日計畫讓世界更美

好，感謝您的支持。祝福您！

2. 還願獎學金

鑑於國內貧富懸殊，愈來愈多學

子迫於經濟因素而休學。清華的學

生有部分無力負擔註冊費、生活

費，或參與課內外學習活動相關之

活動，清華校友黃一農院士，於

2003年發起還願獎學金構想，希

望協助清寒學子安心向學，並率先

慨捐其教育部國家講座獎金100萬

元，隨後一位匿名校友捐出1,000

萬元，物理系69級校友捐助100萬

元，還願獎學金由此開始運作。　

　還願獎學金旨在提供他們更安心

的學習環境，原則上補助助學貸款

以外不足的部分，考量有穩定安心

的學習環境，學生才有可能專注於

課業之上，因此首次申請無成績限

制。

推動多年有效扮演援助力量，成

為經濟弱勢同學安心的泉源，12年

來，協助328位同學，總金額達約

一千八百萬元。感謝各界熱心人士

捐款，給清華遭逢困頓學生穩定安

心的學習環境。

3. 逐夢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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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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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經審查委員嚴謹的評選下，

從清華人的夢想園地中挑選出8 9

顆逐夢種子，「逐夢獎學金」一

共幫助過749位同學的夢想開花結

果，歷年補助總金額達一千三百多

萬元。透過實現清華人的夢想，清

華人完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夢想，

例如：跨國候鳥在台灣之移工關

懷、花蓮部落服務、T E D X N T H U

年會、天文普及計畫、環島寫作計

畫、在世界盡頭遇見台灣計畫等。

但現今獎學金經費已嚴重不足，為

使「逐夢獎學金」能繼續灌溉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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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想園地，讓小小的心願得以落

地生根，期望校友和社會人士共襄

盛舉，慷慨解囊，讓清華學子築夢

踏實， 為未來的生涯創造豐富的前

景。

四、學生活動

1. 提供學生創新創業輔導

母校的優秀學子雖然從不煩惱失

業問題，但應該鼓勵他們要有視

野、願承擔，不以自己找到安穩的

工作為滿足，而以為社會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為責任，幫助這個社會，

也成就自己。創業，是一個很好的

選擇。但創業是一個風險很高的事

情，如何協助他們培養能力避免風

險、尋找資源、創造自我實現的機

會，是母校的責任。

清華大學的創業課程由來已久，

從94學年度開始開設「高科技創業

與營運」課程，96學年度開設「社

會創業」課程，此外還有科技管理

學院的「創業菁英獎學金」以三明

治課程的設計方式讓學生可以結合

學校理論與業界實習的機會，完成

創業訓練。近年更開設「技術商品

化實作」鼓勵科技創業；而原本的

「科技產業分析」也在此風氣下，

新將創業規畫納入教學方式之一。

同時為了讓校內師生注意到這樣的

創業訓練，吸引更多人投身參與，

每年更舉辦「清華創業日」 (NTHU 

Entrepreneur Day)的活動。母校育

成中心則提供學生多項創業輔導之

服務包含:
● 設立創新創業學程：母校以價值

鏈的方式整合校內創新創業相關課

程，鼓勵學生修習。本校還會提供

資源讓這些課程邀請業師加入，分

享實務經驗，同時也支持創業實作

所需的費用。

●  支持創業社團活動：母校由學

生主動發起的各類創業社團，如

Coas is、Scideas、國際創業社、

微世代等，母校除了給予經費上的

支持外，還會媒合有經驗的校友深

入輔導，因此有「九又四分之三

月台」的聚會，以輕鬆的方式引導

學生思考如何用創業實踐自己的理

想，若有成熟的想法校友則會更進

一步以「水木創業輔導顧問公司」

來進行專案輔導。如此優質的環境

是國內僅見。

● 提供創業實習機會：在創業菁英

計畫中，由學生提創業方案，老師

尋找新創公司或團隊讓學生實習，

多年來訓練出許多優秀的學生，包

括走著瞧鄭勝丰創辦人等，當年都

參與過此計畫。目前正在擴大經

營，訓練更多學生。

● 安排成果發表：各類創業課程、

社團活動、創業實習之後，學生需

要舞台對外發表。母校友清華創業

日App Pitch等活動邀請校外的業界

朋友前來參加，共同指導或尋找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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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合作對象。目前已舉辦兩年，

深受師生校友、業界朋友的肯定。

● 鼓勵企業參訪：除了聘請專家前

來之外，母校也鼓勵課程、社團實

際到企業去參訪。

●  經營創意空間：母校連結育成

進駐企業維創工坊一起經營  3 D 

Printing Design Center，除了開課

培養學生創新實作能力之外，也希

望學生創業課程所需產品的原型可

在此製造，對外展示時可以更具體

的溝通自己想法。母校圖書館則考

慮如何經營一個具對話、交流、展

示功能的空間，未來希望清華校園

內有更多可激發創意、實踐創意的

空間。

●  連結校外資源：學生的創業輔

導，母校可以協助到某一個程度，

接下來如何走？母校連結校外資

源，如科技部的創新創業激勵方

案、教育部的 U-Start計畫、時代基

金會的領袖人才培育計畫、矽谷台

灣天使團的矽谷浸融計畫等，協助

學生除了更加了解實際情況之外，

還能擴大視野、走向國際。

● 創新領導人才的培養：物理系校

友鄭志凱先生的協助下，實業家朱

偉人先生捐款母校執行立德計畫

(Leadership Program)，由清華學院

主責，每屆培訓25名學生，從「做

中學」結合社團與課程任務，培育

具有服務理念與創新能力的領導人

才。

2. 加強體育活動(場館設施、校隊
訓練、梅竹賽等)

清華馬約翰教授非常重視體育，

體育風氣盛行，近年來，國立清華

大學在大專運動會上屢創佳績，在

全國162 所大專院校中總排名第8 

名，勝過許多有體育科系的學校。

清華的校隊如籃球、排球、足球、

桌球、棒球、羽球、游泳、田徑校

隊等皆十分活耀，每年都有近400多

名學生接受各項教育訓練。

最特別的校內體育活動，非「梅

竹賽」莫屬，清、交兩校於每年下

學期所舉行兩校隊抗賽，有籃球 (男

女)、排球(男女)、足球、棒球、桌球

(男女)、羽球(男女)、網球(男女)、田

徑、游泳等項目，戰況非常激烈。

梅竹賽期間，除校隊積極參與訓練

外，亦有其它周邊活動烘托比賽氣

氛，可謂國內大學舉辦體育活動之

典範。自1969年正式舉辦至今，已

有四十六年的歷史，係清交兩校學

生年度傳統盛事，近年更朝向與社

區結合。

梅竹賽舉辦每年的經費約300萬

元，舉辦多年來，清交兩校每年直

接參加人數約5000人，除了增進兩

校間感情交流，發揚合作精神，提

升兩校體育與學藝水準，培養運動

家精神，並藉由協調比賽之過程，

讓同學學習獨立自主的民主精神。

近十年來，清華學生人數雖然大

幅成長，運動場地缺乏資源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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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目前的體育設施，是十多年前

設計的，當時僅供六千名學生使

用。而今學生人數倍增到一萬兩千

多人，運動場空間明顯嚴重不足。

雖然在2010年，有賴熱心校友的

支持，建立了「多功能體育館」，

暫時紓解了近年來體育設施的短缺

問題，展現出校友對母校的強烈向

心力。但原先的體育館及運動場設

備仍急需整修提升；室外球場受天

候影響極大，需要興建「風雨球

場」。田徑場近六年未有大型整

修，雖有助理人員例行養護，但土

壤已硬化致草皮不易生長，小型坑

洞日益增加，有影響師生安全之

虞。期待各界的協助，提供清華師

生及周邊社區更健康的運動環境。

五、校務發展

清華的研究是創新進步的泉源，

清華的教育是培育優秀學子的搖

籃。捐贈於母校的每一分力量，將

化為支撐清華的大樹，由母校統籌

運用，以發揮最大綜效，期待您的

力量，為清華種下希望的幼苗！　

　此外，面對國家財政日益窘困，

各大學無法獲得足夠的經費以支持

校務發展。復以少子化的現象，

勢必影響未來的招生名額，也將造

成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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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自足長期穩定之財務基金，透過

更具彈性的經費運用方式，儲存教

育資源，以克服經費不足之困境，

「清華永續基金」即是因應此未雨

綢繆之遠見而設立。永續基金的活

水計畫，讓母校以穩健的投資，獲

得源源不斷的經援，協助母校培育

精英為人類服務。

「永續基金」於2013年成立，其

運作方式係由秘書處財務規劃室以

「保守穩健」的原則，擬定投資計

畫方案，將資金投資於獲利穩定的

股票或指數型基金（ETF）等金融

商品。永續基金投資計畫每年將依

「國立清華大學投資取得收益之收

支管理要點」，送交由校長聘任之

校內外專業公正人士所組成的財務

規劃執行委員會、投資顧問小組進

行評估，並經校內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交由財務規劃

室負責執行。藉由嚴謹之程序及專

業的評估，健全投資項目與審核程

序。　

永續基金進行策略投資，基金投

資所獲得的收益（含孳息、股利、

資本利得等），用於獎學金之提

供、教師研究計畫之補助、教學研

究設備之更新、國際研究人才之聘

用等提昇研究及教學項目上，使募

得的款項發揮最大效益，提昇母校

整體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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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及帳號相關資訊

(一)國內捐款方式：

(A)匯款及郵政劃撥
銀行/郵局 戶名 帳號

台灣銀行新竹分行(代號004) 國立清華大學401專戶 015-036-070-041 
郵政劃撥 國立清華大學 16683926
1. 請於匯款後Email或傳真捐款收據開立資料（捐款用途、收據抬頭、統編、聯絡電話、芳名錄資訊⋯）至清華秘書處　財務規劃室。2. 捐款如指定用
途，請於銀行匯款單之「備註欄」或郵政劃撥單之「通訊欄」中註明捐款用途及回寄收據地址。

(B)ATM轉帳  玉山銀行(代碼808)，帳號：0060-951-891666，並請通知秘書處開立捐款收據（單筆轉帳金額

上限，係由各家銀行規定，請洽所持有之銀行辦理）

(C)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開立「國立清華大學」，並請以掛號郵寄至清華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

(D)現金捐款 本人或委託送交或以現金袋寄達清華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

(E)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信用卡捐款專用單」（附件一），並請於單上註明指定用途，填妥後，

掛號郵寄或傳真至清華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

(F)線上捐款

※ 所有捐款清華將開立收據，可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扣減綜合所得稅。【請務必告知正確之　收據抬頭及

收據寄送地址】

※上述捐款人請以附件註明 捐款用途 及回寄收據之地址

※秘書處財務規劃室連絡方式：

電話：03-5162487(呂小姐)、03-5162377(黃小姐)  傳真：03-5162489

Email：dud@my.nthu.edu.tw

聯絡地址：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旺宏館7樓「清華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二) 國外捐款方式：

(A)透過Give2Asia捐款(適用於美國及加拿大，可節稅)

1.填寫Give2Asia捐款單（附件二）

2.支票連同表格寄至表上指定地址

3.Give2Asia收到捐款後，會開立收據寄給捐款者

4.G2A線上捐款

(B)電匯

．Bank Name：Bank of Taiwan, Hsinchu Branch

．Bank Swift Code：BKTWTWTP

．Bank Address：No.29, Lin Sen Road, Hsinchu, Taiwan

．Beneficial Name：「國立清華大學」或「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count Number：015-036-070-041)

．匯款請註明捐款用途，及回寄收據之地址

※清華收到您的捐款資料後，將主動與您聯繫，以寄發捐款收據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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