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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月活動預告 

 5 月份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目的 

回母校宣傳 5/10~5/17 

透過社員回高中母校向學弟妹做升學輔導，不

僅幫助剛考完大考後的學弟妹找到方向，也讓

讓學弟妹更加認識高應大國企系。 

I Need U 5/14 
以系上名義認領小孩，鼓勵社員發揮愛心，並

讓這份愛一直延續下去。 

卡拉 OK 

歌唱大賽 
5/20~5/28 

藉由舉辦全校性的卡拉 OK 比賽，讓愛唱歌的

學生們有一個圓夢的舞台。 

幹部研習會   5/25  

身為系學會的領導者，必定要有廣闊的視野，

以及極高的創新力，因此特辦此跨校聯合的活

動，讓台灣各校國企系學會的幹部能夠有機會

互相交流，達到學習與成長的效果。  

送舊餐會   5/16 
為了感謝大四學長姐為國企系的付出，以及對

學弟妹們的照顧，特辦此活動歡送學長姐畢業。  

 6 月份 

飢餓三十(協)  6/1~6/2  

藉由舉辦飢餓三十的活動，體驗其他國家缺乏

糧食的感覺，讓大家了解到我們是幸福的，並

且珍惜惜福再造福 。  

系委週(協)  6/3~6/X  
為了讓大家了解系委，也讓大家感受到 18 系集

結在一起的熱情與活力。  

畢業茶會  6/15  

畢業典禮當天，提供一個場地，讓學長姐更換

學士服，並且提供小點心，同時也可跟學弟妹

拍拍照、聊聊天當作最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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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藝文活動 

2013/05/08(三)~06/20(四) 

2013 林漢鼎作品邀請展 

植物的臍帶、師事於自然、環境與生命的藝術創作 

開幕茶會:2013/05/09(四)13:30  

地點:藝文中心(建工校區) 

2013/05/15(三) - 06/19(三) 

女子們的心絮_雙月好繪聯展 

開幕茶會:2013/05/15(三)13:30 

地點:藝文中心(燕巢校區) 

2013/05/16(四)15:30-17:10  

《碰撞傳統與現代—金枝演社的台客戲劇新美學》 

王榮裕_金枝演社總監 

地點:電機小劇場(建工校區) 

2013/05/22(三)13:30~15:00  

弘心毅志講座 

演講者:黃光男 政務委員 

地點:國際會議廳(建工校區) 

2013/06/06(四) 13:30-16:30 

莫拉克災後重建紀錄影展+座談會 

地點:曉東講堂(建工校區) 
 

 3、4月份活動剪影 

 

領袖培訓營 

聯合二手書展 

 

  

南區社團嘉年華 

 



 

  徵信 

10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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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44    

E405 12 8 美宣用品   $80    交接餐會 

  
 

8 文書用品   $51    交接餐會 

E405 12 9 美宣用品   $119    交接餐會 

E406 12 9 美宣用品   $212    新購資產設備 

E405 12 10 美宣用品   $195    交接餐會 

  
 

10 文書費用   $8    交接餐會 

  
 

10 文書用品   $42    交接餐會 

E405 12 11 美宣用品   $39    交接餐會 

  
 

11 文書用品   $60    交接餐會 

  
 

12 美宣用品   $126    交接餐會 

E405 12 13 美宣用品   $64    交接餐會 

E405 12 17 公關用品   $87    交接餐會 

  
 

17 美宣用品   $203    交接餐會 

E406 12 17 美宣用品   $480    新購資產設備 

E405 12 18 公關用品   $66    交接餐會 

   18 美宣用品   $10    交接餐會 

E405 12 19 美宣用品   $41    交接餐會 

E405 12 20 文書費用   $80    交接餐會 

E301 12 21 存款息 $127      利息收入 

E405 12 24 資訊用品   $102    交接餐會 

E300 12 25 

系辦補助

高雄港車

資 

$8,190      
補助及其他收

入 

 

E405 12 25 文書費用   $136    交接餐會 

E405 12 26 美宣用品   $180    交接餐會 

      文書用品   $128    交接餐會 

        $8,317  $2,509  $138,652    

 

102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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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52    

E405 1 2 服務用品   $6,443    交接餐會 

    2  資訊用品   $90    交接餐會 

E403 1 4 賠償燈音   $260    雜項支出 

E401 1  4 
高雄港補

助 
$3,000      

補助及其他收

入 

E401 1 7 
三合一選

舉 
$1,000      

補助及其他收

入 

E403 1 9 幹部印章   $405    雜項支出 

E401 1 10 系遊補助 $1,500      
補助及其他收

入 

    10 社評特優 $5,000      
補助及其他收

入 

      合計 $10,500 $7,198 $141,954   
 

 



 

 

102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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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54    

E403 3 10 賠償耳機   $200    雜項支出 

E402 3 11 存款息 $52      利息收入 

E407 3 13 美宣用品   $126    南社嘉 

    20 美宣用品   $43    南社嘉 

    21 美宣用品   $96    南社嘉 

    22 文書費用   $200    南社嘉 

E403 3 22 幹部名片   $450    雜項支出 

E404 3 23 
南社嘉車

馬費補助 
$2,500     

贊助各活動收

入與支出 

E407   28 
南社嘉學

員報名費 
$2,570     南社嘉 

E411 3 30 

All Pass 糖

(期中+期

末) 

  $800    All Pass 禮 

      合計 $5,122  $1,915  $145,161  
 

 

102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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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61    

E411 4 6 

3 包雲彩

紙、1 捲雙面

膠 

  $108 

  

All Pass 禮 

    6 包裝紙影印   $56   All Pass 禮 

E403 4 8 社辦鑰匙   $40   雜項支出 

E408 4 9 
期初社員大

會餐費 
  $10   社員大會 

 

E401 4 11 社評特優匯出   $5,030   補助及其他收入 

E409 4 23 生日禮   $8,168   生日禮 

E404 4 30 
電子國企聯合

領袖培訓營 
  $3,831   

贊助各活動收入與

支出 

    30 
南區社團嘉年

華 
  $2,378   

贊助各活動收入與

支出 

      合計 $0  $19,621  $125,540    

 

 

102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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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40    

E415 5 3 

國企營海

報用雙龍

膠圈 

 $25  國企營 

 
  3 

國企營 DM

輸出 
  $100   國企營 

    6  
國企營海

報&DM 
  $685  國企營 

E412 5 6 
母親節明

信片 
  $217   DEARMOM 

   合計 $0  $1,027  $124,513   
 

 



 

 

 證照資訊 

證照名稱 TOEFL 

考試日期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網站 

網址: http://www.lttc.ntu.edu.tw/ 

證照名稱 GMAT 

考試日期 每月 3 日起至月底，每週一至週五以及每月第三個週六 

上午場 8:00-13:00   下午場 13:00-18:00 

週六 12:00 -17:00 

證照名稱 TOEIC 

考試日期 報名期間：2013/04/18-2013/05/22 

測驗日期：2013/6/30 

網路成績公佈：2013/7/22 

詳細考試日期，請見 TOEIC 台灣官網 

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toeic.com.tw/ 

證照名稱 GEPT 中級 

考試日期 初試（第二次） 

報名日期：2013/6/4~2013/6/13 

測驗日期：2013/8/17 

成績公佈：2013/9/4 

複試（第二次） 

報名日期：2013/9/4~2013/9/12 

測驗日期：2013/11/16~17 

成績公佈：2014/1/8 
 

證照名稱 GEPT 中高級 

考試日期 初試（第二次） 

報名日期：2013/8/13~2013/8/21 

測驗日期：2013/10/26 

成績公佈：2013/11/13 

複試（第二次） 

報名日期：2013/11/13~2013/11/21 

測驗日期：2013/12/28 

成績公佈：2014/2/17 

證照名稱 GEPT 高級 

考試日期 初試 

報名日期：2013/7/16~2013/7/24 

測驗日期：2013/8/31 

成績公佈：2013/10/8 

複試 

報名日期：2013/10/8~2013/10/18 

測驗日期：2013/12/7 

成績公佈：2014/1/6 

證照名稱 IELTS 

考試日期 測驗日期為每月兩至三次，而成績會於考後兩週內寄發。如

成績不理想，必須隔 90 天才能再考第二次。最近的測驗日

期請查詢英國文化協會網站與澳洲國際文教中心. 
 

 



 

 

證照名稱 貿易經營師證照 

考試日期 請至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網站進行查詢。 

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ts03_schedule.htm 

證照名稱 國際貿易大會考 

考試日期 網站：http://www.ieatpe.org.tw/itce）報名。 

證照名稱 銀行內部控制人員 

考試日期 報名日期：2013/10/7 ~ 2013/10/24 

考試日期：2013/11/16 

 

考試/證照名稱 報名期間 測驗日期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

驗 
102/09/09~09/26 102/10/19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2/09/09~09/26 102/10/19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測驗 102/09/09~09/26 102/10/19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2/09/09~09/26 102/10/19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 102/10/07~10/24 102/11/16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2/10/07~10/24 102/11/16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102/10/07~10/24 102/11/16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 102/10/07~10/24 102/11/16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2/10/07~10/24 102/11/16 
 

 Love Love Kaohsiung ♥ 

 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大冒險家：帝國寶藏展】 

世界級古文明寶藏埋藏不為人知的祕

密 等你解密大發現 

    震驚古文明與醫學界的帝國寶藏展

移展高雄，深埋 1200 年的秘魯木乃伊台

灣打破千年之謎，從非洲到南美，中東與

埃及，烏爾皇陵的稀有古代文物、價值難以估量的黃金寶藏……超過 290

件的古文明珍寶，文物總值超過 47億台幣，投保額度高達 5億，集結來自

6間歐美知名博物館協力策展，全球首度大公開! 

展覽日期：2013/5/4～2013/9/1 

展覽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6樓特展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號) 

展覽時間：週一至週日 09:00～17:00 

         （16:30停止售票與入場，週一不休館） 

 駁二藝術特區 

複眼。攝計視界 不只是攝影展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活動時間：2013/05/03-07/28 

活動地點：C5倉庫 

活動時間：週一至週四：10:00-18:00 

          週五至週日：10:00-20:00 

入場方式：免票入場 

交通資訊：高雄捷運橘線鹽埕埔站出口一 

當科技和我們的生活脫不了關係，人手一台

數位相機記錄著週遭點滴，攝影便成為一件每個

人都可以輕鬆辦到的事情，然而鏡頭所呈現出來的影像，是否就只能是人

們眼中所見的風景？或許也能層層解構再組合，或許也能將想像發揮的淋

漓盡致，更或許能道盡人生的經歷與城市的變遷。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1015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1034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3017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3023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3015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3005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1033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6003016
http://www.nstm.gov.tw/


 

 

 世界面面觀 

 國際專欄 － 韓流祕訣：電視全民教育  

中國時報【孫全文】 

約四十年前韓國社會貧窮落後，學生示威不斷，政局不穩。那時

候的台灣，和韓國相較起來，經濟富庶，社會安定，教育進步，因而

成為韓國政府及國民學習模仿的對象。由當時台灣的各國立大學裡，

大量的韓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在韓國人心目中的

地位。七十年代，韓國進入積極發展經濟時期，曾以出口一百億美元

為全國追求的理想目標。三十多年後的今日，韓國的貿易規模已超越

一兆美元，而名符其實擠進世界十二大經濟體中，並在國際舞台上，

已經處處扮演著如同先進國家 的角色。何以韓國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

光景，有如此驚人的成就？ 

雖然背後的因素很多，但筆者看來，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

利用電視節目推廣全民教育之成功所致。以電視作為報導新聞、娛樂

國民、教育國民、謀取商業或政治利益，各國電視皆各有其特色，但

先進國家的國營或半國營電視台，多半以快速報導國內外新聞，教育

與娛樂國民為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日本的ＮＨＫ、德國的ＺＤＦ、Ａ

ＲＤ、英國的ＢＢＣ等，這些以報導新聞及文化、科技資訊為導向的

節目，不見得每日收視率最高，但由於其報導新聞，及其他節目內容

之完整性及高水準，仍在其國內或國際建立起不可動搖的地位。 

韓國汲取了這些先進國家國營電視台的優點及其他公私營電視台

的創意性節目內容，發展出韓國獨特的電視節目網絡。甚至也仿效美

國ＣＮＮ電台，出現一天播放二十四小時國際新聞為主的電視台，以

配合韓國全國的全球化運動所需。韓國目前約有十個國營及半國營電

視台，皆以全球化、先進國家化的目標下、積極製作高水準的新聞性、

娛樂性、教育性的節目。 

電視收視費方面，除了全民繳納國營台的收視費外，再加上有線

電視台的收視費，共約相等於台灣有線電台的收視費。有了充足的經

費，製作各電視台的節目，有了驚人的進步與提升。全球各地各類新

聞的深入報導，每天二十四小時展現在國民面前，讓全國國民了解，

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因應與調適自己。 

從韓國電視連續劇的劇情方面，不難看出，一般家庭在過去儒家傳

統的習俗與價值觀下，面對工業化、資訊化時代所產生的問題與衝突，

探討如何找出解決及調適之道。甚至外勞及國際婚姻問題，也以全球化

的前提下，加以認真討論。在歷史連續劇方面，他們也以建立國民對傳

統歷史文化的自信心為目標，動員最佳的編劇內容、攝影效果、布景設

計、服裝設計及建築表現等，不僅使本國國民感到自豪，甚至外國觀眾，

完全改變對韓國歷史文化的印象。這種電視連續劇所帶來的效果，不僅

在亞洲及其他回教國家，甚至在歐美國家，引起了所謂的韓流。其所帶

來的對韓國經濟文化的效益，難以估計，並對韓國國民的團結，發揮極

大的作用。 

韓國可以說，世界上利用電視節目教育國民現代化、全球化最為

成功的國家之一。透過現代化與全球化，韓國已經完全拋開了以往的悲

情，向二十一世紀挑戰與衝刺。他們似乎已經以經濟文化方面的實力，

建立了國民面對西方國家時的信心。 

台灣的人口，約等於韓國的二分之一，經濟水準也相差不多。在

當前處處和韓國競爭的情況下，如何善用這個影響每個國民與家庭的電

視節目，改變社會不平與低迷的氛圍，是目前當務之急。至少全面思考

與調整公營或半公營電視台的經營方式，改善與提升其節目內容，並早

日扭轉以商業利益與分裂族群導向的節目內容，並使節目有助於國民，

了解與因應全球化與高度區域性競爭時代，是迫不急待的。（作者為成

功大學建築系名譽教授） 

 



 

 

 日本送禮多規矩 講究包裝隱私 

以日本來說，日本人特別喜歡購自免稅店

的威士忌、白蘭地，以及冷凍進口牛排、新奇

電動玩具、歐美名牌化妝品、白色瓷器及銀

器。 

家庭間日常交往的伴手禮，日本人喜歡糕餅、

甜點及熱帶水果，如鳳梨、哈蜜瓜、西瓜、香

蕉、蓮霧等。而在商務上的交往，則不宜贈送

高價貴重禮品、送禮人公司促銷的商品，或其

他公司印有品牌標誌作為贈禮用的運動帽、運

動衫、原子筆等禮品。 

日人不習慣送花給女主人，可改送糖果餅乾。也忌送黃色菊花或白

色的花，尤其忌送有荷花圖案的禮物。如果是探病的場合，不宜送香味

濃郁或容易凋謝的花，也不宜送盆栽。 

日人普遍具有「喜事成雙、禍事成單」及不喜數目為「四」的心態，因

此禮品忌送四件，禮盒內也應避開裝四件物品。最歡迎成對的禮品，認

為可帶來好運。 

日本人也特別講究禮品包裝。包裝前應先檢查禮品有無瑕疵、破損

或腐蝕，撕去價條，使用米色、粉紅色、淺綠色或淺藍色上乘材質的包

裝紙加以包裝，再以金色、銀色或其他彩色絲帶綁上並打蝴蝶結。忌用

鮮紅色、純白色、黑色紙張或褐色牛皮紙作為包裝紙。接受禮物用雙手，

不宜用單手。送禮者不宜要求對方當面拆開包裝，受禮者接禮物前要稍

作推卸狀來表示不敢當，再稱謝並用雙手接禮物。 

    此外，日人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禮物，喜歡私下單獨送禮，回

禮時亦然。他們也非常在意回禮，但回禮時間不宜立即。回禮的禮品價值

或禮金應與對方所送的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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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西歐、紐澳等白人國家，初次

登府造訪或商務會談，不宜帶見面伴手禮。

普通家庭平時交往的伴手禮多以酒類、巧克

力或甜點為主。除壽辰或重大節慶以外，最

受歡迎的禮品為上等瓷器、精緻銀器及水晶。 

  倘因受邀登府與宴，歡迎提前一天送花給

女主人，花朵數目以奇數或七朵為宜，不喜十

三朵。除喪禮外，忌送黃色菊花的國家有法

國、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義大利與西班牙； 

  忌送白色百合花國家有英國、紐西蘭、澳

大利亞。忌送紅色玫瑰花給女主人的則有德

國、法國及波蘭，因紅玫瑰僅限情人之間互

送。 

      原則上，勿送太昂貴或太低廉之禮品，其他如香水、古龍水或印有公司

品牌標誌的贈送品亦不宜當成禮品贈送。禮品上勿貼個人公務名片，宜附上白

色卡片，以書謝祝詞並親筆簽名。 



 

 

  簽名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閱覽後，請按照座號簽名 

    請班代於  月  日前，繳交給系學會任一幹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