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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目的 

幹部交接餐會 12/24 

透過交接餐會表揚與感謝 103 級系學會幹部

和組副長的付出，讓未來接手的大二幹部與

組副長感受到學長姐的期許，並將職責及精

神傳承下去。 

 

 

  

All Pass 糖 11/3~11/7 

 

透過 All Pass 糖的發放，在大考前給大家加

油打氣，希望大家可以在品嘗它的同時，暫

時放下心中的壓力，讓系學會會員感受系學

會的貼心，並增進系學會的向心力。 

國企學術週 11/17~11/21 

透過為期一週的活動並加入國際企業系所學

相關課程，安排不同活動如：講座、專題發

表、國企之夜、校外參訪、體育性活動，藉

此展現國際企業系的活力與熱情，從活動中

學習國際企業系相關專業知識。 

I Need You- 

資助非洲孩童 
11/24~11/28 

透過 PPT 讓會員了解非洲小孩子的困境，讓

他們體會到知足，意識到原來世界上還是有

人受凍受餓，所以我們透過世界展望會的資

助兒童計畫來給與他們協助。 

11 月份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目的 

活動預告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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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93    

E518 7 1 文書費用   $14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美宣用品   $78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218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活動用品   $78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費用   $16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26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2 活動用品   $31,87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自付額   $2,83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4,9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94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8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耗材費用   $79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耗材費用   $12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費用   $158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3 參訪費   $4,88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3,5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99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6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4,8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98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25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講師費   $3,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合計 $0 $72,888 $263,90  

月帳徵信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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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頁     $263,905    

E518     服務用品   $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4 服務用品   $3,5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28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0,0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講師費   $1,6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2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5 服務用品   $3,5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6,37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5,866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8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講師費   $3,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車馬費   $2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費用   $31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費用   $2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6 服務用品   $542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3,5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4,365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講師費   $3,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用品   $208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服務用品   $15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文書費用   $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合計 $0 $54,181 $209,724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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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頁     $209,724    

E518 7  6  文書費用   $5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車資   $9,0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工作人員薪

資 
  $3,1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05 7 7 其他用品   $160   新購耗材資產設備 

E518 7 9 冷氣費   $2,17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18 7 15 學員報名費 $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06 7 14 

2014 高應

大校園飢餓

三十-除暴

安糧 解救

餓人協辦系

支出 

  $1,324   贊助各活動收入與支出 

E518 7 24 郵資   $1,5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06 7 25 

2014 高應

大校園歌唱

大賽協辦系

支出 

  $1,300   贊助各活動收入與支出 

E524 7 27 美宣用品   $36   來自二手的書 

      合計  $200  $18,595  $191,329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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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29   

E521 8 6 文書費用   $23    新生資料袋 

E518 8 9 學員報名費 $2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21 8 12 文書費用   $3,038    新生資料袋 

E521 8 12 文書費用   $1,640    新生資料袋 

E521 8 13 文書費用   $7    新生資料袋 

E520 8 14 活動用品   $136    
I Need You-資助非洲孩

童 

E518 8 18 耗材費   $13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20 8 18 文書費用   $20    
I Need You-資助非洲孩

童 

E521 8 18 郵資   $510    新生資料袋 

E504 8 19 文書費用   $25   行政列印 

E532 8 19 官服補助   $300   工作人員補助 

E504 8 20 文書費用   $15   行政列印 

E520 8 20 郵資   $80   
I Need You-資助非洲孩

童 

E518 8 21 耗材費   $4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24 8 23 服務用品   $111   來自二手的書 

E518 8 26 車資   $19,300   第四屆國際人才培育營 

E522 8 29 補助費用   $1,407   新生茶會分區相見歡 

      合計 $200  $27,142  $164,387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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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87   

E524 9 2 文書費用   $144    來自二手的書 

E525 9 5 服務用品   $11,41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3 9 6 文書費用   $62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5 9 10 文書費用   $149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0 文書費用   $9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3 9 11 
新生系學會

費 
$100,00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3 9 11 新生系服費 $13,50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5 9 11 美宣費用   $2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1 學員報名費 $10,50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4 9 14 文書費用   $8   來自二手的書 

E525 9 14 美宣費用   $1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4 美宣用品   $15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4 活動用品   $143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4 美宣用品   $274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01 9 15 
全社評特優

獎金匯出 
  $10,000   補助及其他收入 

E525 9 16 文書費用   $68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6 訂金   $4,01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6 
工作人員報

名費 
$11,45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7 9 16 美宣用品   $30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合計 $135,455 $26,588 $273,254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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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54   

E527 9 16 美宣用品   $106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5 9 17 服務用品   $8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7 
工作人員報

名費 
$395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7 9 18 美宣用品   $27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5 9 18 活動用品   $78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8 學員報名費 $75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05 9 19 其他用品   $230   新購耗材資產設備 

E525 9 19 服務用品   $15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9 文書費用   $196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19 學員報名費 $25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0 服務用品   $3,95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0 車資   $8,60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0 服務用品   $8,00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0 文書費用   $4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0 保險費用   $1,58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7 9 20 美宣用品   $74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5 9 21 
工作人員報

名費 
$79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1 學員報名費 $15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5 9 21 服務用品   $3,760   系內迎新-Jungle Party 

E523 9 22 
新生系學會

費 
$2,00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6 9 22 服務用品   $112   桃李滿天下 

   合計 $4,335 $26,983 $250,606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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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06   

E523 9 23 
新生系學會

費 
$4,00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7 9 23 美宣用品   $240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3 文書費用   $51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4 美宣用品   $18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4 文書費用   $45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4 美宣用品   $50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4 文書費用   $189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4 耗材費   $30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7 9 25 活動用品   $134   機械國企聯合迎新晚會 

E523 9 26 
新生系學會

費 
$2,00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23 9 26 
轉學生系學

會費 
$1,250     

新生活動暨系會費收入

與支出 

E531 9 30 裝訂費用   $240   社團評鑑 

      合計 $7,250  $997 $256,859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http://www.toeic.com.tw/tests_info.jsp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1/103gepttestdate.htm 

 

TOFEL 

報名場次參考網址:  https://www.lttc.ntu.edu.tw/TOEFL_iBT_dates.htm 

 

  

TOEIC 

報名期間 追加報名期間 測驗日期 考區 

103/09/18~10/22 103/11/11~11/22 103/11/30 

台北,桃園,新竹,台

中,彰化,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花蓮,澎

湖,基隆 

103/10/23~11/19 103/12/02~12/13 103/12/21 

台北,桃園,新竹,苗

栗,台中,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金門 

全民英檢 

級別 報名期間 測驗日期 成績公告 

中高級(複試) 103/11/5~11/13 103/12/27 104/2/10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報名須知參考網址: https://www.lttc.ntu.edu.tw/JLPT_registration.htm 

“試”在必得 

“試”在必得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http://www.toeic.com.tw/tests_info.jsp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1/103gepttestdate.htm


 

 

  

“藝”級棒棒 

《改變－Before & After》共同創作巡迴展 

活動地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C7 倉庫 

展覽日期: 2014/11/01-11/16 

週一至週四 10:00-18:00 

週五至週日 10:00-20:00 

畫譜 RE EXHIBITING 

活動地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P3 倉庫 

展覽日期: 2014/10/11~11/09 

週一至週四 10:00-18:00 

週五至週日 10:00-20:00 

手手市集 駁二場 

活動地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P3 倉庫 

大義 C6C7 倉庫廊道 

展覽日期: 2014/11/22~11/23 

展覽時間:10:00-18:00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Sweet Home". 甜蜜的家 

活動地點: 火腿看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681 號 2F 

展覽日期: 2014/10/9-11/16 

展覽時間:12:00-20:00（週一公休） 

跨世紀對話－館史展 

活動地點: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九如一路 720 號 

展覽日期: 2012/11/11~2015/12/31 

展覽時間:09:00-17:00（週一公休） 

詩與藝 手牽手 

活動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兒童美術館 202 展覽室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館路 80 號 

展覽日期: 2014/06/28~2015/05/24 

展覽時間:周二至周五 09:30-17:30 

 

勾勾纏 探索纖維藝術 

活動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兒童美術館 201 展覽室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館路 80 號 

展覽日期: 2014/04/05~2014/12/28 

展覽時間:周二至周日 09:30-17:30(周一公休)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http://www.citytalk.tw/venue/1522-%E5%9C%8B%E7%AB%8B%E7%A7%91%E5%AD%B8%E5%B7%A5%E8%97%9D%E5%8D%9A%E7%89%A9%E9%A4%A8
http://www.citytalk.tw/event/218082-%E5%8B%BE%E5%8B%BE%E7%BA%8F%20%E6%8E%A2%E7%B4%A2%E7%BA%96%E7%B6%AD%E8%97%9D%E8%A1%93


 

  

世界這麼大 

1. 在義大利只有在正午前才喝卡布奇諾。如果你在下午喝卡布奇諾， 

你肯定會被貼上游客的標籤。如果想喝，喝一杯濃縮咖啡吧。 

2. 在大不列顛做“V”手勢的時候掌心不要向內，因為這被認為是挑 

釁或侮辱。 

3. 女人上街必須戴耳環。到西班牙去旅遊，女同胞上街需要戴耳環， 

如果沒有戴耳環，就會像個正常人沒有穿衣服一樣，會被人笑話。 

4. 匈牙利人敬酒的時候不會碰杯，因為奧地利人曾經在殺害 13 個匈 

牙利烈士後用碰杯而慶祝。 

5. 多數歐洲人不會夜晚洗澡而是在早上洗澡，因為夜晚洗完澡會覺得 

很清醒睡不著覺。 

6. 在德國看病，首先是找私人診所，而不是上醫院。要看病首先要看 

“家庭醫生-- Hausarzt ”。 

7. 加拿大人說話都很直接，不像中國人說話——含蓄、繞彎，因此外 

國人也沒有那麼多的寒暄。 

8. 在澳洲釣魚不可隨意任你想掉就掉，釣魚前可必須取得執照才可， 

漁獲大小也有限制。 

9. 爪哇島上的人最忌諱有人吹口哨，認為這是一種下流舉止，並會招 

來幽靈。印尼人對烏龜特別忌諱，認為烏龜是一種令人厭惡的低級 

動物，它給人以“醜陋”、“春藥”、“性”、“污辱”等極壞的 

印象。 
 

各國生活習慣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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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智慧王 

生活中驚奇的小物 

資料來源 http://clickme.net/11590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http://clickme.net/11590


 

  

實用 APP 推薦 

1.【高應校務通】 

你是新生嗎？不知道學校的消息、電話、行事曆嗎？ 

你是舊生嗎？每次開課表、查成績、定校車都一肚子氣？ 

高應校務通讓你不管是新手老手，從此一手掌握你的高應人生！

從你的手機看課表，成績，缺曠課紀錄！加上預定/取消校車，

校園消息！ 

 

2.【台鐵搶票快手】 

這款訂票 APP 的操作介面設計相當簡單，讓你在 10 秒之內就

可以下訂離手，重點是它搶票的速度很快哦~ 而且訂完票之後，

只要拿著代碼去郵局或車站付款取票就可以了，省去了許多排隊

等待的時間，或是搶不到票的窘境~ 這對一般商務人士或者出外

遊子相當實用哦~ 

 

3.【bbs reader】 

 想用 Android 手機隨時上 PTT 聊八卦、看西斯，就用這款 bbs 

reader 吧，這款 app 專門用來看 PTT 與 PTT2，操作頁面分為

登入頁、我的最愛、看板列表、文章列表、文章閱讀 5 種，操作

方式簡單，是專為手機量身打造的 BBS 軟體。 

 

4. 【Any.do】 

上百萬人都使用 Any.Do 來組織他們的生活。這個應用

程式特別適合常會用到 to-do list 這類的人。它會自動

將資料同步到你擁有的裝置上（智慧型手機、電腦），當

然你可以用繕打的方式，亦或語音控制。你可以任意標

記重要的、完成的項目，並隨心所欲分享到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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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站，好讚 
 IOH  

關於 IOH: IOH 提供一個跨國、跨領域的公開個人經驗分享平台，邀請

在海內外讀書工作的學子，當台灣同學的耳與目，以影片與文字的方式，

分享在國外學習、工作的所見所聞以及就讀與申請的經驗給所有需要的

朋友，讓他們有勇氣與智慧去追逐自己的夢想，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

我們台灣的未來。 



 

  

對系學會想說的話… 

留言板 

「以心啟新，承興傳薪」 
103 級國際企業系學會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01  21  41  

02  22  42  

03  23  43  

04  24  44  

05  25  45  

06  26  46  

07  27  47  

08  28  48  

09  29  49  

10  30  50  

11  31  51  

12  32  52  

13  33  53  

14  34  54  

15  35  55  

16  36  56  

17  37  57  

18  38  58  

19  39  59  

20  40  60  

      

麻煩大家看完後請在下方表格處按照座號簽名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