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5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5,000

捐贈教職員工獎勵金 財團法人良彥文教基金會 2,500,000

校務發展 陳菊校友 6,000

還願助學金 陳繼仁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19,600

還願助學金 陳清港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4,900

還願助學金 賴鼎銘校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4,900

話劇社冬季作品-心六鎖響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5,000

話劇社冬季作品-心六鎖響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5,000

指定捐贈傳管四乙郭大全同學助學金 邱淑華副校長 3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00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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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發行四方報業務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 2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5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5,000

捐贈教職員工獎勵金 財團法人良彥文教基金會 2,500,000

校務發展 陳菊校友 6,000

還願助學金 陳繼仁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19,600

還願助學金 陳清港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4,900

還願助學金 賴鼎銘校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4,900

話劇社冬季作品-心六鎖響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5,000

話劇社冬季作品-心六鎖響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5,000

指定捐贈傳管四乙郭大全同學助學金 邱淑華副校長 30,000

103年1月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00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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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發行四方報業務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 2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法律系系務發展費用 郭豐榮老師 2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容士毅先生 30,000

世新大學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先生透過財團法人興學基金會 12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還願獎學金 李林玉鶴小姐 8,000

愛的饗宴 李林玉鶴小姐 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50,000

指定捐贈監督與提升民調報導公信力
及公共議題推廣研究計畫

謝雷諾校友 300,000

法律系系務發展費用 郭豐榮老師 2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容士毅先生 30,000

世新大學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先生透過財團法人興學基金會 12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還願獎學金 李林玉鶴小姐 8,000

愛的饗宴 李林玉鶴小姐 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50,000

指定捐贈監督與提升民調報導公信力
及公共議題推廣研究計畫

謝雷諾校友 300,000

法律系系務發展費用 郭豐榮老師 2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容士毅先生 30,000

世新大學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先生透過財團法人興學基金會 12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3年2月



還願獎學金 李林玉鶴小姐 8,000

愛的饗宴 李林玉鶴小姐 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50,000

指定捐贈監督與提升民調報導公信力
及公共議題推廣研究計畫

謝雷諾校友 30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旅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2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校友謝雷諾先生 1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50,000

第20屆公廣系畢展 嚮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3,000

舉辦第三屆媒體匯流與創新研討會經
費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30,000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李鐘培先生 9,800

102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1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OSDMT 211,554

2014行為財務學暨國際金融市場理論
與實證研討會

昊青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舉辦第三屆媒體匯流與創新研討會經
費

財團法人世界基金會 30,000

輝應有限公司 輝應有限公司 5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訓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丘岳老師 20,000

102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15,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指定捐贈公共議題研究費用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透過興學基金

會
1,210,000

指定捐贈公共議題研究費用
美兆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透過興學基金

會
1,210,000

103年3月

103年4月



公廣系畢業展 美楷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指定捐贈公共議題研究費用 校友曹純鏗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480,000

指定捐贈合唱團活動經費 校友曹純鏗先生透過興學基金會 200,000

校務發展 正中書局蔡美麗總經理 2,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10,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還願助學金 謝旭洲老師 25,000

還願助學金
余陽洲老師(指定捐新聞一丙李明穎、新聞
一丙林韶君、新聞三甲黃慧媺三位同學)

15,0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美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2學年度吉他社活動經費 陳美枝 1,000

捐助團傳一乙蔡易妘30000、傳管二
甲林恩慈20000、傳管一丙楊詠涵

吳祥山先生 9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10,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社會服務團幹部獎學金 謝雷諾校友 10,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娛樂玩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新聞人報社 李柏泉校友 5,000

新聞人報社 陳志錫校友 5,000

新聞人報社 楊于謙校友 5,000

新聞人報社 林洧旭校友 1,000

新聞人報社 高培修校友 5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晨媞有限公司 5,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幸之心國際有限公司 1,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好享受國際有限公司 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客樂芙國際有限公司 5,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書拉密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宙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數媒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財團法人廖有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495,000

女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林飛宏先生 1,000

女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鄒永任先生 1,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慶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昕高建設有限公司 3,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0

畢業聯展媒語祭展覽活動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還願助學金 梁滌祺先生 1,000

英語系第十四屆畢業公演 英商奧克斯福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愛客盟創意文化志業有限公司 10,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9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102學年度金友會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5,000

今週刊與財金系合作「財經專題調
查」捐款收入

今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還願助學金 楊光友先生 3,200

還願助學金 教務處李台芳小姐 2,000

世新法學7卷2期4位作者稿費 朱柏松院長 24,0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街角二號有限公司 5,0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 优秀廠整合行銷傳播有限公司 5,000

辦理2014國際智慧財產權研討會 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公廣系畢展 曹純鏗校友 20,000

還願助學金 生輔組(尋蚤綠方格-二手物義賣活動) 9,102

103年5月



還願助學金 體育室(尋蚤綠方格-衣服活動) 16,500

舉辦2014全國大專盃攝影比賽實體贊
助

仁成數位圖文有限公司 25,400

舉辦2014全國大專盃攝影比賽實體贊
助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00

辦理2014國際智慧財產權研討會 飛任,顏特舒拉智慧產權法律事務所 3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楊寧蓀 10,000

社服團102學年度社會服務隊活動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 10,000

102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陳美枝女士 20,000

102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張宏源老師 10,000

102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明家先生 10,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長城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台灣愛克發吉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台灣海德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吳文和先生 5,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黃義欽先生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 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00

102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20,000

成露茜獎學金 蔡培慧老師 6,000

102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陳美枝女士 3,000

103年6月



102學年度議會活動經費 陳雅慧校友 8,000

廣電系第20屆畢展廿青春捐贈耳機15
只

富盛億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47,200

世欣不動產租賃管理有限公司 世欣不動產租賃管理有限公司 12,500

資傳系100級畢展補助 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話劇社2014暑假夏季校外公演命運之
輪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6,900

成露茜獎學金 成嘉玲董事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184

還願助學金 諮商中心 8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李豐堂先生 30,000

還願助學金 黃麗君小姐 2,000

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 鄭立芝女士 60,000

話劇社2014暑假夏季校外公演命運之
輪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6,900

成露茜獎學金 成嘉玲董事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184

還願助學金 諮商中心 8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李豐堂先生 30,000

還願助學金 黃麗君小姐 2,000

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 鄭立芝女士 6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展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0,000

企管系辦理活動用 孫樹森校友 20,000

企管系辦理活動用 王薇薇理事長 20,000

103年7月

103年8月



企管系辦理活動用 張宏源校友 1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239,68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239,232

資傳系100級畢業專題展覽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產學旅行社 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65,500

還願助學金 于惠之老師 10,000

還願助學金 蔡順慈老師 10,000

大陸研修生急難救助使用 博商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10,000

大陸研修生急難救助使用 吳治亞先生 10,000

資傳系100級畢業專題海外展 蔡順慈老師 1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吳祥山先生 50,000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產學旅行社 華旅網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7,500

還願助學金 公共事務處 10,500

弱勢學生微型保單保費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53,600

還願助學金 頂呱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200

終教院網站改版使用 敏鷹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學生活動王有限公司 25,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創意活動王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25,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女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周成虎副董事長 100,000

新聞人報社 李三財校友 5,000

還願助學金 陳道興先生 1,000

103年9月

103年10月



資傳系畢展 楊程偉先生 5,000

還願助學金 李春葉女士 1,000

還願助學金 學務處生輔組 350

辦理「性別與法律」理論與實踐國際
交流坊

周成虎副董事長 20,000

終教院網站改版使用 侯牧民先生 5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119,640

日文系畢業公演 紀伊國屋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5,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黃國樺校友 3,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賴建宇校友 3,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陳建良校友 15,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劉天德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張梓瑜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呂漢威校友 10,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劉展昀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張世坤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韋立森校友 14,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邱俊仁校友 7,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鍾曉雲校友 15,000

103學年度學生會活動 池上多力米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龍鑫興業有限公司 10,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美枝女士 10,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李麗美女士 3,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李三財校友 5,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潘俊男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王薇薇理事長 10,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李純瑩校友 14,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陳谷劦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林慶皇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高一誠校友 6,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陳世能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林美珍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劉信榮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胡大為校友 7,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陳鈞羿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王怡修校友 5,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蔡欣倪校友 1,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艾沛緹校友 1,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邱倩萍校友 1,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陳念攸校友 1,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謝宗穎校友 3,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蔡孟瑜校友 2,000

經濟系活動經費 黃志強校友 6,000

資傳系辦理畢展 華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徐有守教授紀念獎助學金 郭世良校友 100,000

還願助學金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8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性別平等中心活動經費 成嘉玲董事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 張宏源校友 8,000

103年11月



i Mac 一台(含軟體與保固) 張銘志先生 67,89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經費 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 41,300

社服團幹部獎學金 謝雷諾校友 10,000

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 120,000

還願助學金 教務處 3,840

還願助學金 教學卓越中心 260

還願助學金 學務處 3,340

還願助學金 總務處 1,185

還願助學金 秘書室 3,660

還願助學金 人事室 1,400

還願助學金 會計室 470

還願助學金 研發處 5,190

還願助學金 公共事務處 4,710

還願助學金 電算中心 530

還願助學金 新聞傳播學院 3,170

還願助學金 人文社會學院 4,535

還願助學金 管理學院 1,659

還願助學金 法學院 5,695

還願助學金 圖書館 2,060

還願助學金 通識教育中心 1,600

還願助學金 李麗美女士 14,000

資傳系辦理活動用 簡元堂 30,000

還願助學金 課外活動組 8,320

世新經濟2014年學術研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還願助學金 黃淑儀 3,000



還願助學金(指定捐贈給新聞四乙張婉
楡同學)

余陽洲老師 6,000

啦啦代表隊 李坤同 20,000

捐贈設備(測試產品一批)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5,270

還願助學金 黃安晴小姐 3,2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高志雲先生 66,666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支持資管系教學發展，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

黃錦川 20,000

支持資管系教學發展，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

陳樹 20,000

資傳系系慶 江思嫻 10,000

103學年度境外會活動 李三財校友 5,000

還願助學金 洪綾君老師 10,000

103學年度廣電系舉辦專題講座經費 汪子錫 10,000

還願助學金 邱淑華副校長 30,000

愛的饗宴 邱淑華副校長 10,000

校務發展 柯天賜先生 40,000

103年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279,491

成露茜獎學金 殷允芃 100,000

資傳系50周年系慶活動 莊道明主任 20,000

贊助資傳系學生出國及海外展 卜小蝶老師 10,000

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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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第六屆畢業公演抽獎禮品 聚思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4,990

公廣系畢展 謝雷諾校友 80,000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 10,000

還願助學金 李台芳小姐 2,500

103年12月



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295,400

釣魚台公民計畫 美國OSDMT基金會 265,476

還願助學金 王薇薇理事長 100,000

公廣系獎助學金 盧炳勳 30,000

供非營利與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獎助學金及相關學術活動使用

方慶榮 1,000,000

公廣系畢展 吳祥山先生 10,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王宣雲 5,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王瑋琳 5,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吳昆典 5,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謝明家 5,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何正峰 10,000

成露茜獎學金 夏曉鵑老師 12,000

資傳系系務 胡瑞柔 2,000

資傳系系慶 郭冠麟 5,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美枝女士 5,000

試用品500份供公廣系畢業展使用 盛香堂股份有限公司 14,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10,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張宏源校友 10,000

四方報「新二代培力工作坊」 財團法人臺北市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 1,5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