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顧客關係實驗室101年度經費 富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顧客關係實驗室101年度經費 耀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英語系第12屆畢業公演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10,000

世新大學成露茜獎學金 葉啟政 3,000

2012行為財務學暨新興市場理論與實
證研討會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000

100學年度社福團活動經費 校友謝雷諾 10,000

100學年度社福團活動經費 校友謝雷諾 10,000

100學年度鍛造工坊活動經費 王潔玲女士 10,000

100學年度鍛造工坊活動經費 陳美枝女士 3,000

100學年度鍛造工坊活動經費 謝明家 3,000

愛的饗宴 黃大豪 2,000

校務發展 薛琦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150,000

社會發展經濟研究院品牌研究實驗室 昇恒昌(股)公司透過興學基金會 3,000,000

公廣系100學年度畢展 黃光玉老師 15,000

還願助學金 563俱樂部 校友會 6,700

還願助學金 秘書室高純純 600

還願助學金 秘書室王敏如 3,000

還願助學金 秘書室梁滌祺 1,000

愛的饗宴 江婉麗老師 2,000

愛的饗宴 謝再添 3,000

還願助學金 大紐約區世新大學校友會 93,296

還願助學金 南加州世新大學校友會 3,132,993

英文系畢業公演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0

101年1月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還願助學金 南加州校友會 36,362

資傳一甲周同學100學年第二學期學
雜費

校友潘岱儒女士 28,000

日文系畢業公演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 18,000

法學院稿費 朱柏松 24,000

新聞二甲廖同學助學金 校友吳祥山 6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英文系畢業公演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捐贈校務發展 財團法人旺旺文教基金會
643,500(實體

捐贈)

100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校友吳雲倩女士 1,600

法律系 郭豐榮老師 20,000

100學年度社會服務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15,000

100學年度社會服務團活動經費 校友蔡孟峰 2,500

話劇社100學年度寒假活動經費 綠薄荷麵食坊 1,000

愛的饗宴 關羨華小姐 10,000

還願助學金 沈榮寬老師 10,000

還願助學金 賴鼎銘校長 2,000

還願助學金 傅應龍先生 30,000

還願助學金 簡紹峰先生 4,500

還願助學金 張維倫小姐 4,500

英文系畢業公演 綠薄荷麵食坊 1,000

英文系畢業公演 陞陽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數媒系畢展 天喜整合行銷事業有限公司 50,000

101年3月

101年2月



英文系畢業公演 同福企業有限公司 5,000

數媒系畢展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數媒系畢展 穎翊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數媒系畢展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30,000

數媒系畢展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30,000

數媒系畢展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愛的饗宴 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愛的饗宴 時代國際文教有限公司 1,000

愛的饗宴 新光人壽公司 2,000

愛的饗宴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愛的饗宴 正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愛的饗宴 梁國榕先生 5,000

愛的饗宴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600

還願獎學金 謝雷諾 6,000

還願獎學金 謝雷諾 6,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補助辦理"2012世新美國專利訴訟；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模擬法庭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80,000

數媒系畢展 黃維韶先生 10,000

數媒系畢展 昱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數媒系畢展 王心恬校友 10,000

數媒系畢展 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數媒系畢展 艾維科技有限公司 3,000

數媒系畢展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愛的饗宴 <情緒管理>通識課程全班同學 500

101年4月



100學年度社會服務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先生 6,000

還願獎學金 侯致遠老師 3,200

境外生聯誼會社團活動 林文德 10,000

100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張宏源老師 5,000

公廣系100學年度畢展 謝雷諾 50,000

還願獎學金 蔡慧君校友 1,000

捐贈校務發展 羊曉東校友 6,000

魏盈甄同學獲Epson薪傳愛影像;教育
計畫獎學金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圖傳系畢展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5,000(實體捐

贈)

圖傳系畢展 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9(實體捐贈)

圖傳系畢展 冠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4,000(實體捐

贈)

圖傳系畢展 建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8,506(實體捐

贈)

圖傳系畢展 信強企業有限公司 500(實體捐贈)

數媒系畢展 台北市私立聯成電腦語文短期補習班 8,000

數媒系畢展 Nihow 500

數媒系畢展 宙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00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校友陳雅慧女士 1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英語系畢業公演 台北縣大蔚美語短期補習班 5,000

提供弱勢學生年繳保險費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000

還願助學金 校友李三財 6,000

捐贈運動服給學校教職員籃球隊 吳祥山
24,000(實體捐

贈)

還願助學金 李台芳小姐 2,000

還願助學金 校友李三財 2,000

101年5月



英文系畢業公演 侯剛本 1,000

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謝雷諾 60,000

數媒系畢展 聯成電腦語文短期補習班 500

公共議題推廣研究計畫 公關學友會 3,000,000

100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經費 陳美枝女士 1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愛的饗宴 2012校園徵才合作廠商(共八位) 6,200

愛的饗宴 2012就業王牌培訓營 3,000

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錦祥 50,000

口傳系畢展 周玉山老師等54名 30,110

鼎運旅行社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鼎運旅行社有限公司 60,000

成報新聞社100學年度社團刊物費用 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00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美枝女士 15,000

100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許漢威 2,000

100學年度籃球社活動經費 何正峰老師 25,000

世新大學社會服務團幹部獎學金 何正峰老師 10,000

數媒系畢展 台北市私立聯成電腦語文短期補習班 20,120

中文系系務活動費用 廖玉蕙 500,000

100學年度熱舞社成發經費 先鋒股份有限公司 8,000

4台New iPad(16G)給學校圖書館 文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9,560(實體捐

贈)

6台New iPad(16G)給學校圖書館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3,794(實體

捐贈)

指定捐款陳朝榮同學及

鍾厲同學獎助學金

廣電系第18屆畢業影音展 丘岳 20,000

101年6月

李三財 50,000



100學年度境外生聯誼會

社團活動經費

圖傳系畢展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715(捐印刷)

法學院稿費 院長朱柏松 18,000

100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10,000

100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何正峰老師 5,000

圖傳系系務經費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8,300(實體

捐贈)

圖傳系畢展 黃義欽先生 3,000

圖傳系畢展 長城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展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展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圖傳系畢展 複眼攝影工作室 3,000

圖傳系畢展 朝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展 僑倫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展 兆晟數位影印印刷中心 2,000

圖傳系畢展 益傳有限公司 4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傳管系學術研討會活動 財團法人世界基金會 50,000

2012年9月4日至6日年度話劇社公演
活動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000

2012年9月4日至6日年度話劇社公演
活動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000

100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陳美枝 1,600

英語系畢業公演款項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000

英語系畢業公演款項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10,000

100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吳珍芳 2,000

101年7月

李三財 20,000



100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6,000

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 鄭立芝女士 60,000

圖傳系畢展 益森彩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圖傳系畢展 台灣海德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圖傳系畢展 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圖傳系畢展 榮豪股份有限公司 7,000

圖傳系畢展 台灣愛克發吉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圖傳系畢展 晶彩股份有限公司 6,400

圖傳系畢展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圖傳系畢展 恩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圖傳系畢展 小頑皮牛排店 1,200

圖傳系畢展 綠薄荷麵食坊 1,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100-2世欣不動產租賃管理有限公司
住宿學生獎學金

世欣不動產租賃管理有限公司 12,5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先勢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精英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關業經營人協會 36,0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謝雷諾 40,0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商世紀奧美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50,000

101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經費 校友陳美枝女士 10,000

101學年度境外生聯誼會社團活動經
費

校友李三財先生 20,000

101學年度學生議會迎新活動經費 龍鑫興業有限公司 10,000

贊助公廣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聯合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1學年度學生議會迎新活動經費 校友鍾曉雲女士 15,000

101年8月



101學年度學生議會迎新活動經費 校友陳雅慧女士 10,000

贊助台灣立報社擴展四方報業務費用 藍佩嘉(台大社會系研究員) 10,000

贊助台灣立報社擴展四方報業務費用 校友李三財先生 8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贊助2012第五屆公關與廣告國際學術
論壇

曹純鏗 18,000

補助資傳一甲周育霖同學;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學雜費

潘岱儒女士 30,000

還願助學金 于惠之(英語系老師) 10,000

愛的饗宴 許人杰 2,000

愛的饗宴 華興里、試院里 14,850

還願助學金(指定給新聞四丙楊靜茹及
電視二乙高翊涵同學)

傅應龍 30,000

還願助學金 楊意菁 15,000

贊助「資訊管理系第19屆畢業展」活
動經費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贊助10台i-pad供全系師生使用 張銘志先生
155,000(實體

捐贈)
贊助「智謀、關係與華人的管理思

維」研討會經費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贊助「電視科技與文化論壇：台灣電
視五十年回顧與前瞻」活動

練成瑜先生 20,000

贊助台灣立報社擴展四方報業務費用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 100,000

贊助101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校友陳美枝女士 10,000

贊助101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張宏源先生 10,000

贊助101學年度傳管系學會活動經費 李貴惠老師 5,000

贊助101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經費 校友陳美枝女士 15,000

贊助公廣系畢業展 校友謝雷諾先生 30,000

贊助經濟系2012年學術研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1年9月

101年10月



贊助公廣系系學會 校友謝雷諾先生 10,000

捐贈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LED燈照明
設備

吳祥山先生
106,500(實體

捐贈)
贊助Steinberg系列軟體USB硬體鎖

55支供廣電系全系師生使用
功學社山葉樂器股份有限公司

93,500(實體捐
贈)

贊助101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經費 李麗美女士 7,000

贊助台灣立報社擴展四方報業務費用 安哲毅先生 9,600

贊助「生命體驗」課程圓夢計畫 謝雷諾 100,000

還願助學金 李振清老師 20,000

成露茜獎學金 殷允芃 100,000

贊助男子籃球隊 創意活動王整合行銷 5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透過興學基金會 225,000

贊助學生社團金友會 吳祥山先生 15,000

贊助學生社團金友會 吳祥山先生 10,000

贊助通識教育中心林孝信老師聘任專
任助理乙名

美國OSDMT基金會 100,000

贊助資管系第十九屆畢業展活動經費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還願助學金 課外組「101學年度社團迎新系列活動」 18,750

贊助台灣立報社「訂立報送學校」活
動

校友李三財先生 20,000

贊助企管系「謀略、關係與華人的管
理思維」研討會經費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贊助資管系第十九屆畢業展活動經費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還願助學金 劉淑德小姐 3,200

還願助學金 余陽洲老師 15,000

贊助通識教育中心作為釣魚台專案行
政業務經費用

美國OSDMT基金會 200,000

101學年度登山社活動費用 謝德福先生 10,000

贊助通識教育中心林孝信老師「101
年釣魚台公民計畫」使用

美國OSDMT基金會 246,044

101年11月



日文系第四屆畢業公演 力彩軒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日文系第四屆畢業公演 明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日文系第四屆畢業公演 優等文理補習班 2,000

日文系第四屆畢業公演 巨力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

日文系第四屆畢業公演 穩鴻企業社 2,000

法律系法學業務費使用 黃裕凱 6,000

世新法學6卷1期5位作者稿費 朱柏松院長 30,000

贊助通識教育中心林孝信老師「101
年釣魚台公民計畫」使用

美國OSDMT基金會 232,68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贊助四方報319全台鄉鎮圖書館贈報
活動

李三財先生 30,000

世新大學成露茜獎學金 夏曉鵑 12,000

贊助經濟系活動經費 謝雷諾 10,000

還願助學金 陳明堂老師 10,000

贊助辦理微電影創作競賽-「愛
SHOW職涯任我行活動」

財團法人劉羅柳氏文教基金會 100,000

贊助男子籃球隊獎助學金 富利煌工程有限公司 120,000

校務發展 柯天賜先生 40,000

贊助新聞系清寒同學獎學金 校友陳立峰先生 5,000

101學年度金友會活動經費 陳明泰先生 5,000

2013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1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10,000

贊助公廣系系網頁改版 謝雷諾 50,000

捐助擴建傳播大廈 謝其利、唐怡伉儷 100,000

還願助學金 李台芳 3,000

資傳系教學業務費用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1年12月



成露茜獎學金 黃德北教授 12,000

愛的饗宴 邱淑華副校長 10,000

還願助學金 邱淑華副校長 30,000

2013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科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3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

數媒系成果展經費 臺北市私立聯名電腦短期補習班 1,800

校務發展 校友吳崑茂先生 10,000

校務發展 林延生 6,000

贊助台灣立報社擴展四方報業務費用 台北中原扶輪社 36,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