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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接受捐款表 

NCKU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基本資料    Donor Information 

姓名/單位、機構 
Name/ Organization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ID No. /  Tax ID No.  

身分 Identity 
□校友，            系           級 
□企業團體 (□校友(企業員工)；□非校友) 
□教職員工     □學生家長     □社會人士     □其他             

電話/手機 
Telephone/ Mobile  傳真 Fax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子信箱 
E-mail  

捐款資料    Donation Information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 新臺幣 New Taiwan Dollar ______________元整 Dollars 

外  幣 Foreign Currency              (幣別 Currency)             元整 Dollars 

捐款用途 
Donation 
Specification 

□不指定 Non-Specified                  □推動校務發展 Promot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Financially-at-Ease Program for NCKU Students 
□學生赴外學習活動運用 Off-Campus/Oversea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pplications for Students  
□成大永續基金 NCKU Endowment Fund                                                                   
□其他指定用途 Specified: □FD091007航太所優秀獎學金捐助款或□FD098003航太系清寒獎學金                                                         

□餘款歸由國立成功大學統籌使用 Balance to be used by NCKU 
□餘款歸還捐贈者 Balance to be returned to the donor 

捐款方式    Donation Method 

□現金 Cash              
□支票(支票號碼) Cheque (Cheque No)                                   
※支票抬頭：「國立成功大學」並禁止背書轉讓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NCKU.  

□匯款 Wire Transfer (請附證明文件)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the receipt） 
□ATM 轉帳                □webATM 轉帳                □銀行匯款 Bank Transfer   

※銀行：「玉山銀行金華分行」(代碼：808)，戶名：「國立成功大學410專戶」，帳號：「1067-951-000001」 
□ACH 轉帳定期捐款 *如欲使用 ACH 轉帳定期捐款，請與我們聯繫，將為您提供個別服務。或至本校捐贈網站下載授權書 

□信用卡傳真捐款  Credit Card By Fax 

持卡人姓名 Name  on Card  有效期限 Expiration 
西元20    年    月 
          Y         M                                  

信用卡號   Card Number □□□□-□□□□-□□□□-□□□□   背面末三碼            

信用卡別     Card Type □VISA □JCB□Master Card 
持卡人親簽(需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Signature(Signature as it appears on card used) 

                                      發卡銀行    Issuing Bank                     銀行 
□  同意每月自信用卡捐獻新臺幣 _____________元整，自即日起到接到您通知變更或終止授權為止。 

 

開立收據 Receipt □要 Yes    □不要 No 

芳名錄    
 Disclosure Agreement 

□同意將姓名、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publicize the contribution information (name and amount of donation). 
□同意以                之姓名，將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publicize the contribution information (Specified name                 and amount of 

donation). 
□不同意  Disagree 

捐贈者簽名或檢附來文

Donor’s Signature or 
attach document        

茲同意以上捐贈。  I agree to make the above-mentioned donation.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te 

填妥後，請寄至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雲平大樓東棟4F『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收或傳真至06-2002690即可。若

有任何疑問，請來電06-2757575轉54507，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您! 
網址：http://donate.ncku.edu.tw/  電子信箱: nckudonation@email.ncku.edu.tw 

年      月      日 
(  )成大財捐字第       號 

http://ufo.ncku.edu.tw/ezfiles/30/1030/img/1481/NCKU_ACH_donat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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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以本聲明及同意書向您行書面告知並徵求您同意。  
當您於頁末簽名處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 本校係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 

(二)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各種聯絡

方式及金融機構帳戶等相關資料。 
(四)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

整。 
(五)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

益。 
(六)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但本校各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本校得拒絕您上述之請求。且因您行使
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 本校為執行捐款及募款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

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永久保存，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利用對象為本

校各相關單位捐款業務承辦人員(含財務處、主計室、校友中心及系所)及玉山銀行內
本校捐款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
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
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二)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力，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

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依上述第一條
第六款向本校主張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
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
理，並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簽署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成大財捐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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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學校行政流程，捐款人免填】 

財務處 
服務專員 出納組 財務長 

 
 
 

 

 

指定受贈單位(註*) 
（未指定免會） 

(指定受贈單位請核章(含承辦人及一、二級主管)後再送出) 

 

 
 

承辦人: 

電  話: 

□需要募款確認函   
主計室 秘書室 

  

校       長       批       示 

 

 
註一：關於捐款用途: 
 1.若為指定捐款，請於｢指定受贈單位｣一欄先行用印，以加速捐款程序。 
 2.若為｢安心就學濟助方案｣者，將提供學務處相關之訊息以取代每案會簽，以簡化流程。 
註二：關於國立成功大學接受捐款表「捐贈者簽名或檢附來文」一欄，得以下列方式，以利完成捐款程序: 
 1.捐贈人親自簽名。 
 2.檢附捐贈意思表示之相關 e-mail、傳真或紙本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