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 106 年度 工作報告 
 

工 作 項 目 實施內容 
106 經費預算 

(新台幣) 
實際支出 

一 

、 

系 

友 

舉辦菁英系友管理 
經營實務講座 

開設企業經營實務系列講座，邀請 12 位企管系

傑出系友與大四修課同學分享業界實務經驗，

縮短學用距離，使理論與實務相互印證。 

【支出項目：輸出海報、獎牌】 

30,000  27,212 

維護系友資料庫 

1. 定期更新及維護系友通訊錄，建立完整的系

友資料庫。（追蹤畢業近 3 年系友動態） 

2. 持續建立各畢業班級系友聯絡人資料庫。 

0  0 

更新東吳企管 
FB 粉絲頁訊息 

定期於「東吳企管」FB 粉絲頁發佈學校近期活

動、系友活動花絮、工作機會等訊息。 
0  0 

發送 push mail 
每週發送 push mail，讓系友及在校生及時收到

母校及其他系友之相關訊息。 
0  0 

發行「東吳企管 
系友會刊」 

定期發行系友會刊，提供系友各項資訊，內容包

含系友專訪、系友活動報導、系上及系學會活動

報導等。 

【支出項目：美工編輯費】 

30,000  15,000 

進行系友訪談 

進行系友專訪，並刊登在會刊及電子報，讓系友

間的訊息更流通並增進彼此的互動。以下為本

年度採訪之系友名單： 

1.黃冠華(103 級) 紐約大學整合行銷碩士 

1.李偉豪(101 級) Innity Taiwan 業務經理 

2.林安柏(77 級) 守護天使投資顧問管理公

司 副總經理 

3.王以倫(83 級) 環球集團大中華地區消費

品業務 副總裁 

4.魏慶良(72 級) 台灣客服中心發展協會 顧
問 

《依採訪先後時間排序》 

6,000  1,890 

協助系友舉辦同學會 
協助辦理同學會之相關事宜，於系友刊物及官

網刊登。 
0  0 

舉辦「班級聯絡人聯

誼茶會」 

協助辦理同學會之相關事宜，於系友刊物中刊

登。本年度舉辦系有同學會之班級如下： 

1. 10/21 於上海極品軒餐廳舉辦班級聯絡人

餐會 

2. 11/25 於上海極品軒餐廳舉辦班級聯絡人

餐會 

100,000  64,698 



工 作 項 目 實施內容 
106 經費預算 

(新台幣) 
實際支出 

提供發展處系友 
相關活動資料 

定期提供母校發展處校友服務組等單位系友相

關活動資料。 
0  0 

建立校友聯繫網頁 

重新設計更新系友網站，建立以系友為本，故事

性的新穎網頁呈現方式，引發更多系友共嗚，投

入基金會捐款活動。 

【支出項目：網域架設費用、專案工讀金】 

60,000  60,000 

二 

、 

學 

系 

補助企管系強化國際

交流活動 
強化國際交流，補助企管系舉辦國際交流活動。 150,000  150,000 

補助企管系舉辦學術

研討會、講座、論壇 
補助舉辦學術研討會、講座、論壇，促進學術交

流及提升母系之名聲。 
150,000  150,000 

補助企管系聘任 
講座課授 

補助學系聘任商學管理講座教授。 200,000  200,000 

三 

、 

教 

師 

補助與獎勵教師教學 

為提昇企管系課程教學品質，鼓勵教師努力從

事教學之工作。本年度共獎勵 5 名傑出教學教

師。 

【支出項目：獎勵金、獎狀框】 

101,500  103,250 

補助研究成果優異 
之教師 

補助研究成果優異之教師，使其更專心致力企

業管理學術研究，提昇學術地位。本年度共補助

5 名研究成果優異之教師。 

【支出項目：獎勵金、獎狀框】 

101,500  100,000 

四 

、 

學 

生 

補助在校同學 
獎助學金 

補助成績優異及家境清寒之在校同學，使其更

專注於學業，本年度共補助 14 名同學，每名補

助 10,000 元。（含高孔廉講座教授補助 40,000
元） 

100,000  140,000 

補助在校同學 
急難救助金 

補助家境清寒、需財務補助之在校同學，使其更

專注於學業。本年度共補助 2 名，補助金額為

50,000 元。 

100,000  50,000 

補助在校同學 

清寒獎助學金 

(吳寶惠系友指定捐款) 

日 62 級吳寶惠系友於 10 月 03 日捐贈 50,000
元，並依照其指定用於在校同學清寒獎助學金，

補助 1 名學生。 

50,000  0 

舉辦「企管系畢業生 
祝福茶會」 

邀請全體應屆畢業生、師長、董事出席，並邀請

優秀畢業生（包括學業、服務等），以增進學生

榮譽感。 

地點：三軍軍官俱樂部 

參加人數：師長貴賓 27；畢業生 149 人 

【支出項目：場佈、場地費、工讀費等】。 

170,000  

134,613 

(未包含其他

人事費

14,400)



工 作 項 目 實施內容 
106 經費預算 

(新台幣) 
實際支出 

補助在校同學參加校

外各項比賽或學術性

活動 

本系共有 8 支系隊：棒壘球、男排、女排、男

籃、女籃、羽球。 
64,000  64,000 

獎勵在校同學參加校

外各項比賽或學術性

活動 

鼓勵企管系在校同學積極、熱心參與校外各類

競賽或學術性活動以提昇東吳企管之聲譽。本

年度補助名單如下： 

1.本系男子排球隊獲第 7 屆全國大專校院商管

盃排球錦標賽殿軍 

2.本系女子排球隊獲 7 屆全國大專校院商管盃

排球錦標賽殿軍 

3.本系男子排球隊獲 105 學年度系際盃冠軍 

4.本系羽球隊獲 105 學年度系際盃殿軍 

5.本系棒球隊獲第 25 屆北區大專院校企管聯合

體育盃賽冠軍 

6.本系羽球隊獲第 25 屆北區大專院校企管聯合

體育盃賽殿軍 

7.本系女子排球獲第 1 屆中窯業全國大專院校

系暨排球聯合錦標賽殿軍 

8. 本系男子籃球隊獲第 25、26 屆北企盃亞軍

9.本系學生獲第 6 屆海峽兩岸大學市場調查及

分析比賽季軍 

10.本系女子排球隊獲第 26 屆北企盃冠軍 

11.本系羽球隊獲第 26 屆北企盃亞軍 

12.第六屆海峽兩岸大學市場調查及分析大賽

(白雅筑) 

50,000  58,100 

補助舉辦「企管週」 
活動 

補助企管系與系學會擴大舉辦「企管週」一系列

活動，凝聚在校同學的向心力。 
50,000  50,000 

補助系學會 

企管系學生會於東吳大學遊藝廣場辦理「企

管之夜」活動，約 200 位同學參加，除了展

現第 46 屆系學生會之成果外，同時辦理第

47 屆新舊會長交接。 

40,000  40,000 

補助系學生會主辦 
全國北企盃 

補助系學生會於東吳大學舉辦第 25屆北部企管

大專校院體育競賽活動，預計有 152 支球隊，

約 3000 人以上參加。 

100,000  60,000 

補助證照獎勵 

獎勵 106 學年度考取各類證照之 60 位同學。

【此筆款項由高孔廉講座教授提供】 

 

0  66,100 



工 作 項 目 實施內容 
106 經費預算 

(新台幣) 
實際支出 

 
補助學生至韓國系

級交換 

補助企管系在校同學強化國際交流，致國外研

習‧ 

【補助 2 位學生(陳安宣、黃琦雅)至韓國系

級交換】 

0  24,956 

業務推展費    合 計 1,653,000 1,559,819 

董事長：           執行長：           製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