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長的信
親愛的學弟妹們：

⾸先，恭喜各位學弟妹踏入企管系這個⼤家庭，⾟苦努⼒了這麼久終有所
收穫，準⼤學⽣們做好⼼理準備迎接嶄新的⽣活吧! 歡迎來到最團結最有向⼼⼒
最活潑的企管系!! 在你們還未踏進這個⼤家庭之前，學長姐們已經開始為你們
的到來做準備囉~希望你們⼀踏入校園時，就能感受到中原企管系獨⼀無⼆的活
⼒及熱誠。

⼤學⽣活可以精彩的無與倫比，為了能讓各位新⽣更加熟悉新環境，系學
會的學長姐們準備了⼀連串的活動讓各位能更了解學校的⼀切，希望能夠豐富
你們的⼤學⽣活 。雖然因為疫情的緣故取消了今年的迎新宿營，但開學後開始
我們企管系的傳統活動，像是新⽣⽣活營、企管之夜、系運動會、企業參訪...
等等。除了我們系⾃⼰辦的活動外還有和其他系⼀起合辦的活動，讓你們除了
系上的同學外也認識其他外系的朋友！眾多的活動都是系學會的學長姐們為系
上精⼼籌畫的，快來⼀起體驗這難得的⼤學⽣活吧~

      想要了解更多中原企管系嗎??除了可以善⽤學長姐的資源，相信你們⼀定可
以從他們身上得到你們想要的資訊，還有⼀些學長姐⾃⼰親身經歷的寶貴經
驗，千萬不要客氣!還有趕快上網到我們的FB粉絲專⾴：”中原⼤學企業管理學
系”按個讚以及追蹤我們的Instagram:@cycubasa!!可以跟你們未來的新同學好好
交流，也有系上很多資訊喔!

歡迎你們加入中原企管系!!
企管系學會歡迎你們
敬祝 平安快樂

第48屆企管系學會會長 王良瑜
                  副會長 劉柔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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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	您好:	
首先，恭喜貴子弟進入中原企管系，繳交系費一直是所有學生

心裡的一個疑惑，對於繳費單上所列出的種種名稱，我們想家長與
學生無法理解的是”系費是什麼?為什麼要繳系費?繳了系費對學生
有什麼好處?”我們想在此為家長與學生們解答一些困惑。	

企管系一年有將近十幾個活動，包含運動會、新舊生註冊、系
出遊、返鄉服務學習、企管之夜、名人演講、送舊、畢業茶會及各
項體育球類競賽等，其他還包括運動、娛樂、學術性質等各項活動
尚未列在其中，這些都是從學生們所繳交的系費支應，為的就是讓
系上學生更加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並從中得到成長，增進課本外的
能力，例如團隊合作、應對進退、評估情勢、善用資源等等，都是
在現代社會及企業中極為被重視的特質，如能在大學期間有機會受
到培育跟造就，相信未來的生涯規劃中將更具競爭力，我們相當希
望學生在課業之餘也能充分利用系上資源參加各項活動。	

企管系學會辦理各項活動，爭取許多榮譽，每位企管人均蒙受
榮耀光環，未來應徵工作及進入職場都有優勢，但學校給予的補助
畢竟有限，以致於系學會所能動用的資金其實相當拮据，為了各項
活動順利進行，我們須向學生收取系費(新生註冊時一次收取4年會
費)，繳系費也是每個身為企管人的義務。	
					
						108學年我們榮獲新生盃男排亞軍、男籃及女籃系際盃冠軍，
以及本校運動會精神總錦標第3名，在大隊接力及游泳比賽一如既
往地獲得佳績。這諸多的好表現，都是讓彼此都能在活動中學習，
也是為了提升系上同學間的向心力與歸屬感，若有您的大力支持，
我們必定盡心盡力促使活動更臻完美，各位家長若是有時間，歡迎
一起來參與各項活動並給予我們指導！	

全體系學會成員敬上	



註冊＆開學重要事項 

! 註冊時間：110年9⽉13號(⼀)9:00~11:40
! 註冊地點：中原⼤學真知教學⼤樓505
! 請攜帶： 1.學雜費繳費收據

                 2.繳交系費系服匯款明細
     (截⽌⽇為8/31，若逾期未匯款，請⾃⾏帶現⾦於現場繳交)

" 系費均以全體學⽣為⽬標舉辦活動，若無參與並不會另外進⾏個別退
費。

" 前150名繳交系費者，將贈送企管系帆布提袋⼀只
" 帽T今年為⾸屆發⾏，因數量有限故新⽣優先購買

! 開學重要事項 (如果有不詳細的地⽅，以新⽣資料袋為主。)

!

系費⽀出預估明細

年級 系費(4年) 系服系外套 加購帽T 應繳⾦額

⼤⼀新⽣ 3600 1700 700 5300/6000

⼤⼆轉學⽣ 2690 1700 700 4390/5090

⼤三轉學⽣ 2010 1700 700 3710/4410

⽇期 重要事項 備註

9/12(⽇) 搬宿(⼒⾏/恩慈/良
善)

詳⾒搬宿通知單

9/6(⼀)～9/8(三) 新⽣學涯體驗營 詳⾒新⽣⼀網通

9/13(⼀） 註冊 教學505

9/14(⼆) 開學囉!!

系上活動必要活動 預算費⽤



除了上述必要活動之外，在⼤學四年期間~~
系學會成員們將不定期舉辦活動，豐富您的⼤學⽣活！
繳交系費者，於系上需⾨票的活動另有折扣！

(如：名⼈演講、系出遊、萬聖趴、傳情活動、才藝之夜、服務學習、企業參
訪及其他等等活動~)

#$%&3600'()*+,-./012#3456
 

匯款資訊 
銀⾏代號：017 兆豐銀⾏中壢分⾏ 

帳號：03910322613 

⼾名：中原⼤學企業管理系學⽣會 
費⽤為5,300(系費+系服費)，另外有加購帽T費⽤則為5,300+700=6,000(系費
+系服費+帽T) 

⼤⼀/⽣活營(獎品、錦旗、場地費、球具) 每⼈約150

⼤⼀~⼤三/企管之夜(場地費、獎品、場佈費) 每⼈約150*3年

四年/⼩運會(場地費、⾳響設備、補給品) 每⼈約100*4年

四年/⼤運會兩天(場地費、⾳響設備、補給品) 每⼈約200*4年

四年/⿈袍盃兩天(獎品、錦旗、場地費、球具) 每⼈約200*4年

四年/新⽣、舊⽣註冊、搬宿服務 每⼈約30*4年

⼤四/畢業茶會(場地費、場佈費、茶點) 每⼈約100

⼤四/畢業送舊餐會(BUFFET吃到飽) 每⼈約700

年級 ⼤⼀ ⼤⼆ ⼤三
系費明細總額 約3620元整 約2690元整 約2010元整



7注意事項7 

1.要⽤匯款單匯，並且匯款⼈(或備註欄)請填寫學⽣姓名 

2.系費+系服費為5,300、加購帽T700
(系費+系服費不拆開匯，所以匯款⾦額只會有5,300或6,000，以便會計查帳) 

3.請妥善收好明細，並於新⽣註冊當⽇出⽰證明 

4.匯款截⽌⽇為8/31(⼆)，若逾期則於新⽣註冊⽇攜帶現⾦現場繳交



! 以下是系服套量尺寸，務必要仔細填寫系服、系外套尺寸唷!	
(系服以及系外套SIZE填寫表都在下方QR	code裡喔)	

	
! T恤尺寸數據： 

! 外套尺寸數據：	

項目 XS S M L XL 2L 3L
單

位

胸寬 49 52 55 58 63 68
公

分

衣長 65 69 73 77 81 84
公

分

肩寬 42 46 50 54 57 60
公

分

袖長 19 20 22 24 25 26
公

分



! 帽T尺寸數據：	
	

項目 XS S M L XL 2L 3L
單

位

胸寬 46 49 52 55 58 61 64
公

分

衣長 62 64 66 69 72 74 79
公

分

肩寬 43 44 47 48 51 54 60
公

分

袖長 57 58 60 61 62 63 65
公

分



8 測量時請以肩寬為基準，其餘為輔助測量(此數據僅供參考，因車縫為手工製作，故
含5％之誤差值，產品以實物為主)	

8 以上所提供之胸圍及身長為參考，還是以套量服為基準。	
8 以上胸圍+身長+身高+體重,	須四者皆同時衡量對照使用	
8 外套穿著合身者，建議與系服選同SIZE	
8 外套、帽T穿著寬鬆者，建議選比系服大一個SIZE	

中原大學企管系學會歡迎你	



企管系系學會協助新⽣搬宿服務
時間：9/12(⽇)  AM 9：00 ～ PM 17：00
地點：⼒⾏、恩慈、良善宿舍
注意事項:建議苗栗以北上午，台中以南下午，配合學校分散
潮，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我們喔!

會長 王良瑜 0981-347-364
副會長 劉柔彤 0929-411-702



系上球隊簡介	
9 系男籃	

想體驗和伙伴一起並肩作戰的情誼嗎？想體驗在籃球場上奔馳的感覺嗎？想感受籃

球應聲入網的聲音嗎？想要變成場上的注目焦點嗎？想要享受得名的滋味嗎？那就

加入我們充滿歡笑與汗水的系男籃大家庭吧!!!!	

9 系女籃	

⼤家好我們是中原企管系⼥籃，加⼊系⼥籃⼀起豐富⼤學的⽣活吧，我們⼀年中會

參加許多⼤⼤⼩⼩的⽐賽，例如：新⽣盃、北企盃、⼤企盃及系際盃等等，去年在

北企盃及系際盃我們都成功衛冕了冠軍，今年和我們⼀起再來贏得很帥的獎盃吧！	

9 系男排	

上大學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嗎？那就來加入系男排吧！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家」的

歸屬感，男排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無論你是否曾經接觸過排球，

只要有心，在球場上閃耀的就是你!在球隊裡，我們不只有比賽還有許多活動讓大家

一同來享樂，加入男排充實你的大學生活吧！我們也非常歡迎學妹們進來當球經一

起幫忙球隊，加入男排和大家一起去比賽和遊玩吧！	

9 系女排	

嘿girls!不管會打不會打，只要妳想打，姊姊們就會教妳打!暑假想去海邊露一波南北

半球，那就加入系女排，讓我們一起變成中原辣妹吧!企管系女排張開雙手歡迎你:

啾（不會打、不想打沒關係，也可以來當球經唷(๑>ᴗ<๑)		

9 系壘	

企管系壘已經連續多年擠進各大商學院賽事的前四強，且曾幾次問鼎冠軍，是一支

擁有優良傳統和底子的球隊。除了固定的練球時間，標準化的訓練外，我們也常一

起吃宵打保聊天，在企管系壘裡，你學到的不只是球技，更可以得到屬於家的感

覺。	



9 系羽	

企管系羽是企管系內十分蓬勃發展的系隊，隊內的相處非常融洽，全盛時期曾經囊

括大企盃、北企盃、商管盃冠軍，完成了所有系隊夢想的「金滿貫」，而我們的宗

旨是:「實力是其次，認真與積極的學習態度才是我們渴望看到的。」	



中原企管系新⽣資料袋使⽤⽅法<<SOP>> 
□Step1:;<=>?@AB(CD?@EFGHIJ 

(KLMNOPQ0RST) 
□Step2:UV#WM#XYZ[ 

 (#WM#XY(\#3]ZEF^_`a()bc,Qdefg) 

□Step3:UV#$h<P#W$ijkl 

(#$\#3EFm$(nop^qr(GHS\8/31(stTouNOSv
wxwyqr) 
□Step4:z{?@`aZ[ 

(|}~�����QR codez{) 
□Step5:��&�#$+#W$Rklh<(ju��NOSq� 

□Step6:��QR code��LINE���(��IG������(IG : 
cycuba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