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高雄港參訪 10/15 高雄港 
藉由高雄港的參訪，讓新生更暸解港口的運作
及國際貿易的流程。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10/15~10/26 鼎金國小 

藉由大學生活中所學的常識、國企系的專業知
識，策劃成較簡單且適宜國小學童的活動，藉
由此活動使社員能夠從與小學生的教學交流
中，提升自己的表達能力、將對社區的關懷付
諸實際行動。 

創意舞蹈大賽 10/17 藤雄館 
藉由此活動讓剛入學的新生們培養班上的默
契，激發團體精神，發揮創意展現自己，進而
拉進同學們彼此的感情。 

愛心衣起來 10/23~10/24 

燕巢管一、管二

廣場及宿廣 

建工行政大樓 

與慈青社一起合作的舊衣捐獻活動，將收集到
的衣服，捐贈的世界各地需要幫助的人們。 

系遊 10/27~10/28 小琉球 藉由兩天一夜的活動，拉進系內的情感。 

國企學術週 11/19~11/23 
燕巢校區 

燕巢演藝廳 

國企學術週包含了專題發表、社區服務、闖關

遊戲、國企之夜…等，動態與靜態結合的一系

列活動週。 

社評晚會 12/21 中正堂 為各社團一整年度活動的評鑑頒獎晚會。 

幹部交接餐會 12/25(暫訂) 燕巢演藝廳 

由學弟妹舉辦給一年來辛苦的幹部的晚會，透

過表演活動、交接儀式，將棒子傳交給下一屆

幹部。 

 

 

 

 

 

 

 

 

活動預告



 
 
 
 

TOEIC 

測驗日期 報名日期 

2012/11/25 

2012/12/23 

2012/09/20~10/17 

2012/10/18~11/14 
 
 

托福 ITP 

測驗日期 報名日期 

2012/10/28 

2012/11/25 

2012/12/23 

2012/08/16~09/19 

2012/09/20~10/17 

2012/10/18~11/14 
 
 
 

金研院（TABF）-高雄考區 

 測驗日期 報名日期 

初階授信人員  

專業能力測驗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17 
2012/09/20 

~2012/11/13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信託業業務人 員信託業 務專業測 驗  

【信託法規乙 科】  

2012/10/20 
2012/08/20 

~2012/10/16 

2012/11/03 
2012/09/20 

~2012/10/30 

債權委外催收 人員  

專業能力測驗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03 
2012/09/20 

~2012/10/30 

2012/11/11 
2012/09/20 

~2012/11/07 

 

 

 

資訊專欄

語文類 

專業類 



 

結構型商品銷 售人員資 格測驗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03 
2012/09/20 

~2012/10/30 

2012/11/11 
2012/09/20 

~2012/11/07 

信託業業務人 員信託業 務專業測 驗  

2012/10/13 
2012/08/20 

~2012/10/09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04 
2012/09/20 

~2012/10/31 

2012/11/10 
2012/09/20 

~2012/11/06 

2012/11/18 
2012/09/20 

~2012/11/14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理財規劃人員  

專業能力測驗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10 
2012/09/20 

~2012/11/06 

2012/11/18 
2012/09/20 

~2012/11/14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銀行內部控制  

與內部稽核測 驗  

(一般金融) 

2012/10/27 
2012/08/20 

~2012/10/23 

2012/11/10 
2012/09/20 

~2012/11/06 

2012/11/18 
2012/09/20 

~2012/11/14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銀行內部控制  

與內部稽核測 驗  

(消費金融) 

2012/11/10 
2012/09/20 

~2012/11/06 

2012/11/18 
2012/09/20 

~2012/11/14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中小企業  

財務人員測驗  

2012/11/10 
2012/09/20 

~2012/11/06 

2012/11/18 
2012/09/20 

~2012/11/14 

2012/11/24 
2012/09/20 

~2012/11/20 

初階外匯人員  

專業能力測驗  

2012/11/03 
2012/09/20 

~2012/10/30 

2012/11/25 
2012/09/20 

~2012/11/21 

BULATS 劍橋博思 

職場英語檢測 
2012/11/03 

2012/09/20 

~2012/10/30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測驗日期  報名日期 

2012/12/29 2012/10/01~10/31 

 

 

以上相關詳細資訊請至各證照網站查詢 

另外有什麼想知道的證照或是學術資訊都可以反應給 101 級的國企系學會唷! 

 

 

 

 

 



 

 
101 年 06 月收支表 

單據編號 月 日 摘要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餘額 備註 

      上月結餘 $156,635   

E314 6 1 學員報名 $3,200   國企營 

E314   4 學員報名 $9,600   國企營 

      文書費用 165   國企營 

E313     文書費用 10   畢業茶會 

E314   5 學員報名 $13,100   國企營 

E314   6 學員報名 $7,000   國企營 

E314   7 學員報名 $13,100   國企營 

E314   8 公關用品 45   國企營 

E313   9 服務用品 760   畢業茶會 

e303   13 活動意調表   $450   雜項支出 

E314     學員報名 $9,600   國企營 

E314   14 公關用品 18   國企營 

E314   18 學員退費 3215   國企營 

E314     學員報名 $13,100   國企營 

E300   22 
學校補助送舊餐會 

$3,000   補助及其他收入 

E314   25 文書費用 613   國企營 

      美宣用品 504   國企營 

      文書費用 10   國企營 

E314   26 服務用品 1543   國企營 

      住宿費用 17200   國企營 

      美宣用品 144   國企營 

E314   27 文書費用 20   國企營 

      美宣用品 1048   國企營 

      活動用品 94   國企營 

E314   28 活動用品 167   國企營 

      誤餐費 1024   國企營 

      美宣用品 42   國企營 

E314   29 誤餐費 1560   國企營 

      營隊 T 21831   國企營 

      服務用品 50   國企營 

      合計 $71,700 $50,513 $177,822   

 

 

 

系費跑去哪？ 



 

101 年 07 月收支表 

單據編號 月 日 摘要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餘額 備註 

      上月結餘 $177,822   

E314 7 1 文書費用   1619   國企營 

E314   2 服務用品 943   國企營 

      文書費用 39   國企營 

      美宣用品 60   國企營 

      保險費 1305   國企營 

      車馬費 1728   國企營 

      誤餐費 11050   國企營 

      講師費 1500   國企營 

E314   3 車馬費 10000   國企營 

      誤餐費 16450   國企營 

      服務用品 570   國企營 

      講師費 1500   國企營 

E314   4 講師費 3000   國企營 

      文書費用 60   國企營 

      誤餐費 10250   國企營 

      服務用品 599   國企營 

E314   5 服務用品 65   國企營 

      車馬費 864   國企營 

      文書費用 55   國企營 

      評審費 2000   國企營 

      誤餐費 6960   國企營 

      合計 $0 $70,617 $107,205   

 

 

100 年 08 月收支表 

單據編號 月 日 摘要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餘額 備註 

      上月結餘 $107,205   

E307 8 8 精美小禮物 $645  新生活動支出與收入

E318   13 文書費用   $4,825   新生資料袋 

E319   22 活動用品   $2,160   新生體驗營 

      合計 $0 $7,630 $99,575   

 

 

 

 

 



 

101 年 09 月收支表 

單據編號 月 日 摘要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餘額 備註 

      上月結餘 $99,575   

E320 9 1 補助分區相見歡 $1,650  分區相見歡 

E319   4 活動用品 $900  新生體驗營 

E307   5 系服尾款 $18,480  新生活動支出與收入

E321   7 美宣用品 $68  系內迎新 

E303   11 收據本 $40  雜項費用 

E321   12 服務用品 $587  系內迎新 

E319   服務用品 $240  新生體驗營 

E321   14 美宣用品 $32  系內迎新 

E321   文書費用 $39  系內迎新 

E316   16 美宣用品   $57   舊是愛買書 

E321   報名費 17100   系內迎新 

E316   17 文書費用   $25   舊是愛買書 

E321   19 文書費用   $230   系內迎新 

E321   21 美宣用品   $50   系內迎新 

E321     文書費用   $435   系內迎新 

E321   22 車資   $13,000   系內迎新 

E321     誤餐費   $10,000   系內迎新 

E316   23 文書費用 $6   舊是愛買書 

E321     誤餐費 $10,205   系內迎新 

      合計 $17,100 $56,044 $60,631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舊是愛買書 

活動日期： 101/09/17~101/09/27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16 9 16 美宣用品 $57

隱形膠帶$30、數字標籤紙

$19、4 開海報$4*2 張   

   17 文書費用 $25
行前會議資料 50 張*$0.5 

  

   23 文書費用 $6 影印$1*6 張(售書名單用)   

      合計 $0 $88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系內迎新-大學生了沒 

活動日期： 2012/9/22~2012/9/23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21 9 7 美宣用品 68 護背膠膜   

   12 服務用品 587 全民運動會禮物   

   14 美宣用品 32 色卡$4*8 張   

    文書用品 39 影印   

   16 學員報名費 $12,000   $250*48 人   

    
工作人員報

名費 
$5,100   $150*34 人   

   19 文書用品 230 影印   

   21 文書用品 293 影印$0.5*585 張   

    文書用品 142 影印   

    美宣用品 50 護貝$5*10 張   

   22 服務用品 13000 車費$6500*2 台   

    誤餐費 3600 便當(80*$45)   

    誤餐費 6400 萬三(8 桌*$800)   

   23 誤餐費 3375 便當(75*$45)   

   誤餐費 1440 餐包$30*48 個   

    誤餐費 5240 
晚餐(章魚燒 145

盒) 
  

    誤餐費 150 晚餐(素食$50*3)   

      合計 $17,100 $34,646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新生體驗營 

活動日期： 2012/9/15~2012/9/16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19 8 28 活動用品 $2,160 網帽$36*60 個   

    活動用品 $900 毛巾$15*60 條   

    服務用品 $240 礦泉水$80*3 箱   

      合計 $0 $3,300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I Need U 

活動日期： 2012 年~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15 5 22 社員捐款 $6,030 $30*201 人   

  6 5 資助兒童計畫定期捐款 $4,200 $700*6 個月   

  7 24 卡片 $35 兒童生日卡   

   25 彩色印刷 $15 照片影印   

   26 郵資 $7     

      合計 $6,030 $4,257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新生體驗營 

活動日期： 2012/9/15~2012/9/16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19 8 28 活動用品 $2,160 網帽$36*60 個   

    活動用品 $900 毛巾$15*60 條   

    服務用品 $240 礦泉水$80*3 箱   

      合計 $0 $3,300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 分區相見歡 

活動日期： 2012/9/1 

                

單據編號 月 日 項目 收入金額 支出金額 摘要 核銷單位 

E320 9 1 分區相見歡 $1,650
北中南 3 區*補助費用 550 

  

      合計 $0 $1,650   

 

 

 

 

 

 

 



 

 

十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黃慈萱 盧佳惠 黃筱雲 彭如鳳 

李奕昕 潘儀菱 蔡惠媛 彭苓真 

唐凡琇 徐筱綺 梁靖惠 章雅晴 

方善淵  楊湘琳 蔡忠倫 

   朱婷瑜 

   張芳瑜 

   陳佳君 

   莊怡婷 

 

 

十一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林佳瑋 林怡璇 張碩修 劉宛臻 

陳芝尹 黃宜珺 薛嚴品 江大凱 

蕭又禎 王鈞平 王冠力 王芳榛 

 楊祖寧 徐瑋民 洪名毅 

 陳家駒 吳貞臻 陳秋涵 

 龍潘凱勤  羅智元 

 

 

十二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鍾曉涵 黃念慈 郭佩姍 吳宜倩 

李函璇 吳珈欣 陳怡妗 莊翔宇 

李柏嫻 邱柏敏 施家榛 潘筠芷 

游筱涵  向俐臻 廖佳容 

陳畇曲  李東憲 王翎晏 

陳姿含   許亞倫 

陸蓉萱    

狄妤柔    

侯鑫鳳    

 

 

 

今月我最大



 

一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余倩如 卓巧涵 施方琪 陳嬿竹 
莊薇 陳羿君 余誌祥 謝守訓 

周廷容 林鈞洧 陳柏希 鍾書育 
魏健倫  許郁聆  李孟頤 
李宜潔   李宛諭 

黃琦萌   李家綾 

林佳蓉   鄭子豪 

   劉育瑋 

   蒲映綺 

 

 

二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廖婉琪 劉佳芸 張詩依  

卓毓璨 黃如妤 黎芷妘  

江宥姍 吳佩珍 張方柔  

陳姵如 買建輝   

余南葵 陳怡維   

胡欽裕 楊馥寧   

童造詣    

 

 

三月壽星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林至傑 吳宛臻 王柔慈  黃俞萍 

吳燕雪 鄧琬喻 鄭詩渝 黃宜卉 

吳曼君 楊佳曄 楊詠馨 陸羽柔 

 陳芳琪 葉威廷  吳思潓 

 陳羿樺 吳丞博 王佳雯 

 王翔 鍾佩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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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後，請按照座號簽名 

★請班代於11 月01 日前，繳交給系學會任一幹部即可。 

 

簽名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