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樹木認養資訊 
樹木的成長，需要您的關心與愛護，校園有您的參與將更加美麗。 

歡迎校友、民眾及企業、團體參加認養行列活動 
 (一) 認養方式： 

1.填寫捐款單並傳真回覆本校—用途：指定給予樹木認養。 
捐款單如後附或網頁下載 http://www.ncu.edu.tw/ch/secretariat05.html 

2.以郵政劃撥、信用卡、電匯繳款或親至秘書室繳費，並領取捐款收據及紀念
品。 

3.一次認養五年只要$2500~$5000 不等(依樹圍大小區分)，且不限認養株數。 

(二)被認養樹木除製作樹木認養牌外，每年邀請樹木爹娘至本校校園賞景踏青並
探望認養樹木。 

(三)認養樹木之捐款所得將專款專用於校園樹木養護(施肥、修剪、病蟲害防治等)。 
(四)其他資訊請詳見總務處事務組網頁http://140.115.187.90/green/ 
或電洽(03)4227151 轉分機 57316 吳小姐。 

 人氣樹種推薦 
樹種 主要種植位置 五年認養費用(依樹圍大小) 

松樹 全校 2,500 元/株，3,500 元/株，4,000 元/株

櫻花 新研舍、烏龜池、

工五館停車場 

3,500 元/株 

大漁櫻 中大湖畔 2,500 元/株 

大寒櫻 中大湖畔 2,500 元/株 

羊蹄甲 工四館 2,500 元/株，3,500 元/株 

阿勃勒 新研舍 3,500 元/株 

流蘇 中大湖旁、科四館 3,500 元/株，4,000 元/株 

楓香 中大湖、國際學生

宿舍南側 

3,500 元/株，4,000 元/株 

蒲葵 總圖書館、松苑旁 3,500 元/株 

苦楝 中大湖、前門圓環 3,500 元/株，4,000 元/株 

榕樹 環校道路旁 4,000 元/株，5,000 元/株 

 

http://140.115.187.90/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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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百年校慶捐款單  

一、捐款者資料 (打*號處，請您務必填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捐款者*  性別 □ 男  □ 女 

服務公司 /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H) (   )             (O) (   )                手機                  

通訊地址*  

身份別* □校友：_________系/所，_____年畢  □企業公司  □教職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使用於國稅局推動 104 年綜所稅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抵稅資料上傳(非必填)

二、捐贈金額和用途* 
□定期定額 每月捐款新台幣          元，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請填寫下方信用卡資料 

□一次捐款 新台幣               元 或 美金________________元   

用途勾選 □愛校基金:由中大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主要支用於推展全面性校務、提升教學環境與品質等重要性支出，懇請您的支持！ 

□百年校慶希望工程－教學研究綜合大樓 

□樂活健康新中大－運動場館整建工程 

▇其他，請填寫：樹木認養 
※指定用途捐款均以提撥總額 10%至中大校務基金統籌運用為原則(除獎學金等另有約定者)，如您有不同意見，請勾選如下：

□不同意提撥 10%，但同意提撥       %至校務基金運用  □不同意提撥 10%，全數用於指定用途 

三、捐贈方式*  
□ 現金、實物 請交由秘書室第一組承辦人員簽收 

□ 信用卡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 聯合信用卡  □ 美國運通卡 
信用卡號            -           -           -           

有限期限         ／             背面後三碼        

持卡人簽名                          發卡銀行                     

□ 電匯 
專戶：第一銀行中壢分行，銀行代號：007  
戶名︰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帳號：281-50-319166 

□ 支票或匯票 
抬頭：「國立中央大學 401專戶」或「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加劃橫線，註明「禁
止背書轉讓」字樣，以掛號郵寄本校秘書室第一組-校務基金募款收 

□ 郵政劃撥 填寫郵政劃撥單。戶名：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帳號：19531076  

□ 超商代收 請於本校募款網站選擇超商代收方式，即可至 7-11、全家、萊爾富、OK 便利店繳款。 

□ Give2Asia  透過 Give2Asia進行海外捐款，其收據可供美加地區抵稅使用：give2asia.org/ncu - 
四、捐款收據可扣抵所得稅之用，請勾選收據抬頭* □ 同捐款者  □其他                     

五、您是否同意將姓名及捐款金額刊登於中大相關網頁或刊物上? * □ 同意 □ 不同意(此時以「中大之友」刊登)  
 

 

 

 
Hello！大家好！ 

 

我是中大百年校慶吉祥物   

果 果  ！
 

 

 掛號郵寄地址：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秘書室校務基金募款     本表更新日期：20141103 

聯絡電話：(03) 422-7151 轉 57006  mail：give@ncu.edu.tw  傳真：(03)425-3650  中大校務基金募款網站：give.ncu.edu.tw 

 



 

  每株每年認養費新台幣 500 元。 

二、 樹圍 0.3M~1M（不含本數）者， 

 

國國立立中中央央大大學學樹樹木木認認養養辦辦法法  

  第第八八條條  

本校於收到匯款後將開立收據連同謝卡寄 
每株每年認養費新台幣 700 元。 

三、 樹圍 1M~2M（不含本數）以下者， 
給捐款人，並於網站公告捐款人姓名、認 

第四０七次行政會議（93.05.24）通過 
養株數、認養地點及收據編號，俾供各界 

每株每年認養費新台幣 800 元。 

四、 樹圍 2M~3M（不含本數）以下者， 
上網查詢。 

  第第一一條條  認認養養宗宗旨旨  

為促進校內教職員工及學生歸屬認同之意識， 

並鼓勵校外民眾或團體之社會參與，透過認養 

樹木捐款方式，以維護中大校園樹木適性生長 

與自然景觀，爰訂定本辦法。 

 

  第第二二條條  認認養養範範圍圍 

本校校園內之喬木類（計有 53 種，經典樹種 

有松樹、巨榕、南洋肯氏杉等，分布 28 區域 

共計 6319 株）可供認養，詳如附件樹種數量 

分布圖。 

 

  第第三三條條  認認養養方方式式  

由總務處事務組將校園樹木植栽面積劃分為 

28 區域，並標示各該區域樹種名稱及數量， 

透過網路認養平台以供認養，獲認養之樹株， 

應製作標示牌載明「(1)樹種名稱 (2)區域編 

號 (3)認養人 (4)認養時間」，以利識別與管 

理。 

 

  第第四四條條  認認養養費費用用  

無論樹種，概以樹圍（樹株基部周圍面積） 

區分為五級認養費： 

一、 樹圍 0.3M（不含本數）以下者， 

每株每年認養費新台幣 900 元。 

五、 樹圍 3M 以上者， 

每株每年認養費新台幣 1000 元。 

各級樹株至少認養五年，認養株數不限，由 

 認養人以捐款方式為之。 

 

  第第五五條條  養養護護內內容容  

經認養之樹株，本校應製作識別牌，以及積極 

進行鬆土、施肥、適性修剪、澆水、病蟲害防 

治及補植等養護措施。 

 

  第第六六條條  

認養人可指定認養區域及樹種，未指定者由本 

校代為選定。待養區域、樹種、數量等詳情可 

利用國立中央大學樹木認養活動網站，上網查 

詢。 

 

  第第七七條條  

捐款人可於網路上登記認養，並於登記日起十 

日內至銀行將捐款匯入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 

金專戶』（戶名：第一銀行中壢分行； 

帳號 28150319166）或利用郵局劃撥 

（戶名：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帳號 19531076）。 

 

  第第九九條條  

匿名認養者，本校將不開立收據，由本校 

代為選定認養區域、樹種及數量。 

 

  第第十十條條  

本校每年得定期邀請認養捐款者進入學校 

賞景踏青，探望認養樹木，並致贈紀念品。 

 

  第第十十一一條條  

個人、企業或團體一次認養樹木金額達新 

台幣十萬元以上者，本校將於公開場合加 

以表揚、頒贈獎牌，並於認養地點豎立紀 

念牌。 

 

  第第十十二二條條  

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專帳之認養捐助款 

項，應悉數運用於本辦法第五條之各項養 

護工作。 

 

第第十十三三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每年 3 月 12 日舉辦「樹木爹娘回娘家」活動，有關樹

木認養相關網站請參考國立中央大學總務處網頁

http://140.115.187.89/ncuoga/oga/index.php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養株樹、認養地點及收據，俾供上網查詢。 

本校於收到匯款後將開立收據連同謝卡寄 

給捐款人，並於網站公告捐款人姓名、認 

將於活動日當天頒發感謝狀，致贈精美紀 

念品，並邀請認養捐款者進入學校賞景踏 

 

    認認養養宗宗旨旨  

 

為促進校內教職員工及學生歸屬認同之意識 

，並鼓勵校外民眾或團體之社會參與，透過 

認養樹木捐款方式，以維護中大校園樹木適 

性生長與自然景觀。 

    認認養養方方式式  

  

總務處將會在獲認養之樹株，製作標示牌載 

明「(1)樹種名稱 (2)區域編號 (3)認養人  

(4)認養時間 (5)一句心中的話」，以利識 

別與管理。 

    如如何何認認養養：：  

 

1.可從http://140.115.183.89/ncuoga/index.php 
［總務處網站］右上方點選【樹木認養】進入 

2.點選左方【來去認養】，填寫表格後送出。 

3.我們將有專人與您連絡∼ 

 

        認認養養費費用用  

 

無論樹種，概以樹圍區分五級認養費每株 

每年 500 元~1000 元，至少要認養五年， 

認養株數不限。 

 

 

 

 

 

 

    活活動動內內容容  

 

或洽詢電話 03-4227151 轉 57316。 
    回回饋饋感感恩恩  

 

青，探望認養樹木。 

    十十大大人人氣氣樹樹種種  

 

1. 松樹 

2. 榕樹 

3. 楓香 

4. 流蘇 

5. 檸檬桉 

6. 光蠟樹 

7. 麵包樹 

8. 風鈴木 

9. 台灣肖楠 

 

 

10. 櫻花 

http://140.115.183.89/ncuoga/index.php
http://140.115.187.89/ncuoga/oga/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