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經費 陳可錞(不提供徵信) 14,000

企管系專款專用 葉一璋 20,000

北區EMBA菁鷹高爾夫球隊2014冬季
盃聯誼賽

周成虎副董事長 15,000

世新法學各項業務 虞 彪 30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陳清河副校長口述歷史專案用 承盈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500,000

陳清河副校長口述歷史專案用 俐興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000

陳清河副校長口述歷史專案用 堉舜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還願助學金 蕭丁朗 1,000

北區EMBA菁鷹高爾夫球隊2014冬季
盃聯誼賽

黃英哲 5,000

女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艾笛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還願助學金 校友王晴怡小姐(不提供徵信) 1,000

數媒系推展系務工作發展經費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2015世新大學財務金融暨趨勢學術研
討會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5,000

世新大學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獎
學金

李三財校友 15,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2015世新大學財務金融暨趨勢學術研
討會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艾笛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資傳系業務使用 莊道明主任 3,00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經費 簡元堂 30,000

2015世新大學財務金融暨趨勢學術研
討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4年1月

104年2月

1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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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推展系務工作發
展經費

冉色斯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指定圖書館使用 李三財校友 50,000

2015世新大學財務金融暨趨勢學術研
討會

昊青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法律系系務使用 郭豐榮老師 22,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30,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張宏源校友 5,00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經費 林佳儀 40,000

捐贈300CM衛星訊號接收碟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61,700

傳管系學會第12屆舍我盃全國歌唱大
賽活動經費

國際獅子會300C1區中義獅子會程立漳 30,000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陳美枝女士 3,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創新生技有限公司 160,500

廣電系第15屆畢業公演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廣電系第15屆畢業公演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資傳系業務費用 恩克斯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40

愛的饗宴 教務處許慧清 1,2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只打球股份運動有限公司 16,000

103學年度管弦樂社活動經費 謝雷諾校友 3,000

世新大學社會服務團幹部獎學金 謝雷諾校友 10,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美枝女士 6,000

104年4月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雅慧校友 5,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妄想機影音製作公司 5,000

公廣系畢展經費 曹純鏗校友 2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丘岳校友 2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亞果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5,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捐
贈化妝品供活動使用

姿華企業有限公司 45,000

世新大學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獎
學金

李三財校友 8,000

啦啦代表隊活動經費 李坤同 30,000

還願助學金 蕭丁朗 2,000

2015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攝影比賽實
體贊助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00

2015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攝影比賽實
體贊助

仁成數位圖文有限公司 27,420

103學年度世新合唱團活動經費 陳雅慧校友 10,000

還願助學金 毛淑芬 1,000

數媒系推展100級畢業策展經費 祥曜建設有限公司 40,000

數媒系推展100級畢業策展經費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7,000

數媒系推展100級畢業策展經費 駿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數媒系推展100級畢業策展經費 大冠五金有限公司 4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3學年度世新合唱團活動經費 許漢威校友 3,000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10,000

圖傳系2015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攝影
比賽實體贊助

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圖傳系2015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攝影
比賽實體贊助

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資傳系業務費使用 江思嫻校友 3,200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吉隆樹脂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東京著衣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林孝信老師「104年釣魚台公民計
畫」使用

桃鳳北 3,200

林孝信老師「104年釣魚台公民計
畫」使用

美國OSDMT基金會 248,960

林孝信老師「104年釣魚台公民計
畫」使用

美國OSDMT基金會 214,9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觀光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第一屆
畢業展《All In One》

陳祖裕校友 6,000

觀光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第一屆
畢業展《All In One》

葉協和校友 3,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開花二十一 台灣星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開花二十一 廣誠生物科技研發有限公司 30,000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青睞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10,000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元亨古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辦理金融法研討會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000

台灣年金改革問卷調查 今周文化事業(股)公司 15,000

法律系20週年慶祝活動使用 陳逸芳女士 20,000

管理學院業務使用 羅皓明先生 10,000

指定作為法學院業務費用 翁岳生先生 6,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王祥芝先生 3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陳坤志先生 5,000

公廣系畢展 社團法人台灣世新大學公關學友會 3,000

資傳系活動用 莊道明主任 29,000

資傳系50週年慶獎品(電視一台) 簡元堂校友 11,900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推展100級畢業
策展經費

亞洲志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劉柏園先生 1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李三財校友 2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李泰臨先生 3,200

104年5月



非營利與社會企業在職學位學程 方慶榮先生 84,6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董素蘭 1,5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劉美慧 1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鄭清元 1,6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吳孟謙 2,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沈中愷 2,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丁勁丞 3,6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林沂郁 2,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李明哲 1,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臧蘇陶 2,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蔡佩青 6,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蔡耀名 2,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黃肇松 6,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曾怡瑄 1,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2,000

英語系第15屆畢業公演 石惠貞 3,2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 赫采電腦有限公司 30,000

辦理2015世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萬國法律事務所 10,000

辦理2015世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育誠法律事務所 1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李憶慧 20,000

辦理2015世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美譯靈有限公司 45,000

辦理2015世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20,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陳璇慧 200

104年6月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戴育真 3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陳漢翔 2,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夏聲威 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謝明璇 3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張綺玶 5,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李霖松 1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張予 1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葉蓉慧 10,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許家祥 3,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沈錦惠 1,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黃韋璁 3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魏蔭駒 5,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籃婷 2,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黃健宇 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林晉毅 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蘇哲蔚 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楊蓮珠 3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邱微琪 3,0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劉慧苓 2,000

還願助學金 學務處生輔組 7,500

還願助學金 呂建安 4,800

還願助學金 楊贊繽 4,800

傳管一甲，「礙」影片拍攝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廖庭妤 2,000

愛情教育與研究中心 洪月娥 3200



1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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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傳系活動用 莊道明主任 20,000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清寒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 30,000

新聞系畢業製作 李三財校友 1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捐
實體捐贈品

品全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51,000

林孝信老師「釣魚台公民計畫」使用 財團法人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 60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103學年度合唱團活動 張宏源校友 3,000

103學年度學生議會活動 陳雅慧校友 10,000

103學年度社會服務隊活動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 10,000

103學年度社會服務隊活動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10,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廣告贊
助捐款

柏珏 14,86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東又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三泉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超盛膠業有限公司 5,00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鴻生顧問有限公司 2,50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開元寺慈愛醫院 2,000

廣電系傳技展「歸魚」 育德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2,500

口傳系第五屆【吾話不談】畢展 密思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500

103學年度高屏友會活動 視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800

103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鍾曉雲校友 15,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贊助費 朝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廣告贊
助費

複眼攝影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廣告贊
助費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104年7月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廣告贊
助費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經費 黃義欽 3,000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級學報專刊印刷贊
助費

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274

圖傳系畢業成果展實體贊助(SLONE
指甲油80瓶)

姿華企業有限公司 20,000

2015世新公關營 佳蒂早餐坊 500

2015世新公關營 頂峰鐵板燒小(舍官) 1,000

2015世新公關營 景美照相館 500

2015世新公關營 晁銓排骨小吃店 500

2015世新公關營 義鄉小吃店 2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理財探索研習社辦理「兒童理財素養
營」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證券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20,000

女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周成虎副董事長 100,000

2015世新公關營 巨匠雲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3,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展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0,000

104學年度徐木蘭教授獎助學金 鄭立芝 60,000

廣電系第21屆畢展滿地開花二十一廣
播車租賃贊助

亞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15世新公關營 林柏虎 5,600

資傳系執行業務費用 阮明淑 2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校務發展 陳貞妃 30,000

成露茜紀念獎學金 成嘉玲董事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華為台灣,HUAWEIP8攝影比賽參賽
獎勵金

戰國策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男籃隊活動使用 展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5,000

104年8月

104年9月



數媒系強化師生專業展演活動推展經
費

財團法人廖有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400,00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費用 簡元堂 20,000

徐有守教授紀念獎助學金 郭世良 100,000

杜功英獎學金 薛琦 90,000

104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3,000

104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龍鑫興業有限公司 10,00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費用 梁正 6,000

研究獎勵學金 和昇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ITS2016第21屆國際論壇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捐贈MAC電腦一台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53,000

補助清寒與若勢學生477名每年保費
300元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140,820

2015世新公關營 社團法人台灣世新公關學友會 20,000

公廣系畢業展 社團法人台灣世新公關學友會 40,000

資傳系陸生獎學金 莊道明主任 20,000

贊助公廣系「廣告宣傳與行銷企畫產
學合作」

和昇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104學年度傳管系學會活動經費 黃碧雲老師 4,000

世新經濟2015年學術研討會－經濟發
展與分配正義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捐贈新聞傳播學院採購教科書用 余陽洲老師 14,700

羽球隊活動使用 張緯良副教授 10,000

羽球隊活動使用 施朝正助理教授 4,000

羽球隊活動使用 邱孟佑主任 6,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公廣系畢業展 社團法人台灣世新公關學友會 80,000

104年10月



104學年度社服團活動經費 李麗美女士 5,000

ITS2016第21屆國際論壇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貝立德獎助學金 盧炳勳老師 14,454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巨匠雲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4,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愛的饗宴 邱淑華副校長 10,000

還願獎學金 邱淑華副校長 30,000

還願獎學金 王薇薇理事長 10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學生活動王有限公司 30,000

學生會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毅嘉科技教育基金會 50,000

學生會活動經費 梵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資傳系101級畢展活動經費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資傳系101級畢展活動經費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捐贈四方報 張心彥 10,000

捐贈四方報 安哲毅 10,000

指定捐贈還願獎學金給財金系學生 陳永慧 2,000

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活動費用 鮑世琪 3,000

資傳系業務費 郭鎮武 3,200

社服團幹部獎學金 謝雷諾 10,000

獎學金 財團法人良彥文教基金會 600,000

捐款項目說明 捐贈者 捐款金額

104學年度登山社活動經費 陳美枝 3,000

104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陳美枝 5,000

104年12月

104年11月



資傳系業務費(畢展) 莊道明主任 10,000

男子籃球隊活動經費 佰奕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還願獎學金 許淑穗副教授 3,000

還願獎學金 于惠之副教授 10,000

還願獎學金 陳 樹 9,800

資傳系陸生獎學金 莊道明主任 20,000

校務發展 徐仁輝院長 10,000

愛的饗宴 廣電系 16,700

資傳系業務費用 胡瑞柔女士 2,000

傳管系業務費用 胡嘉智老師 26,500

清寒獎助學金 詹運達 512,226

104學年度合唱團活動經費 謝雷諾 8,000

2015移工足球賽餐費 登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企管系及系友會使用 張宏源老師 10,000

法學院20周年院慶活動 聯立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世新大學成露茜獎學金 夏曉鵑 12,000

數媒系101級畢業展覽 西基電腦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口傳系畢業製作 巨匠雲端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公廣系畢業展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何正峰老師 20,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王宣雲 5,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王瑋琳 5,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陳美枝 5,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吳昆典 5,000

104學年度學生會活動經費 謝明家 6,000



性別平等中心 成嘉玲董事長透過興學基金會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