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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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介紹系上最大型活動，就是與外系合辦為期三天兩夜的-迎新

宿營!! 你們將會認識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新同學，更可以藉此體驗到不同的系所

風格，不來的話一定會後悔啦! 接下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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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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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這暑假中，我們將會舉辦線上的新生迎新茶會，這是各位第一次與

系上的學長姐以及新同學的互動唷~希望學弟妹們好好把握機會，踴躍參加!近期

之內系上的學長姐將會與你們聯絡，希望你與我們一樣期待這嶄新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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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粉絲專頁：”中原企管 CYBA”按追

蹤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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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屆企管系學會會長 廖紀綸 

                  副會長 梁善雅 

2022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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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註冊、宿

營、系出遊、企管之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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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9月 5日(一) 9:00~11:40 

 註冊地點：中原大學真知教學大樓 605 

 等待教室 : 中原大學真知教學大樓 601、602、608 

 請攜帶： 1.學雜費繳費收據 

         2.繳交系費系服、宿營匯款明細 

     (截止日為 8/31，若逾期未匯款，請自行帶現金於現場繳交) 

年級 系費(4年) 系服系外套 宿營報名費 應繳金額 

大一新生 3600 1700 3000 8300 

大二轉學生 2690 1700  4390 

大三轉學生 2010 1700  3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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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重要事項 (如果有不詳細的地方，以新生資料袋為主。)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8/28(日)  線上迎新茶會 詳見迎新茶會通知單 

9/4(日) 搬宿(力行/恩慈/良善) 詳見搬宿通知單 

9/5(一)～9/7(三) 新生學涯體驗營 詳見新生一網通 

9/16(五) ～9/18(日) 新生迎新宿營 詳見宿營邀請函 

9/12(一) 開學囉!!  



 

 

系費支出預估明細 

系上活動必要活動 預算費用 

大一/迎新茶會(場地費、伙食費、場佈道具費) 每人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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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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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出遊、萬聖 Party、傳情活動、二手市集、企業參訪及其他等等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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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費僅收 3600元，不足部分將爭取學校或系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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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報名迎新宿營的費用則為

5,300+3,000=8,300(系費+系服費+宿營費)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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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營費 3,000 

(系費+系服費不拆開匯，所以匯款金額只會有 5,300 或 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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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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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在下方 QR code裡的表單喔~) 

 T恤： 

 

 

 

 

 

 

 



 外套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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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吋為 2.54公分 

 以上所提供之胸圍及身長為參考，還是以套量服為基準。 

 外套穿著合身者，建議與系服選同 SIZE 

 外套穿著寬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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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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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紀綸 0989-677-708 

副會長 梁善雅 0963-623-854 



 

 

企管系新生迎新茶會  

哈囉!各位學弟妹們： 

    歡迎你們來到企管系這個大家庭!!!恭喜你們熬過12年國民義

務教育並走向人生的新階段，想必一定很好奇也很期待吧~ 

學長姊們看出你們的心聲了～ 於是我們將舉辦屬於大一新生的茶

會，因為疫情持續延燒的關係，為了你們的健康著想，企管系學會

決定將新生茶會改成線上舉行，以下提供表單連結提供各位新生報

名，造成不便還請多包涵。 

各位不用擔心，就算是線上的也難以掩蓋學長姐熱情的心，以下是

線上新生茶會的時間流程以及線上會議的網址，預計會在 8月 28

日（日）下午 2點開始並在 5點結束，建議大家可以提早進會議避

免網路延遲錯過好消息哦，學長姊們誠摯地邀請你們一同上線參

與！ 

線上茶會報名表單連結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LXMVQnz1eaASFbYH9 

 

https://forms.gle/LXMVQnz1eaASFbYH9


 

Teams 會議室連結及 QR code------------------------------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

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

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

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

0ba-95f2-4d45bce76a2b 

（加入會議室前記得設定 itouch密碼哦～） 

Microsoft Teams 帳號：學號@O365st.cycu.edu.tw 密碼：itouch密碼 

時間 活動安排 

14:00-14:20   企管系介紹 

14:20-14:50 企管系學介紹 part1 

14:50-15:00 休息一下 

15:00-15:40 分頭行動 

15:40-15:50 休息一下 

15:50-16:20 學長姐經驗分享 

16:20- 16:50  趣味小遊戲  

16:50-17:00   Q&A、開學見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0ba-95f2-4d45bce76a2b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0ba-95f2-4d45bce76a2b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0ba-95f2-4d45bce76a2b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0ba-95f2-4d45bce76a2b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NlP2shY-koRaodKc1MxD6M1HehxNL03_ohabJB_3gzU1%40thread.tacv2/%25E4%25B8%2580%25E8%2588%25AC?groupId=f732f45b-afde-4145-b904-d3cd9313685c&tenantId=d21b7474-1e7d-40ba-95f2-4d45bce76a2b
mailto:%E5%AD%B8%E8%99%9F@O365st.cycu.edu.tw


 

新生茶會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信箱 

王映璇 0974197580 yw49288@gmail.com 

黃景湘 0965598577 sabrina891114@gmail.com 

(茶會開始時間以電話聯絡為主唷) 



系上球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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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女籃 

妳是對籃球有興趣的女生嗎？想變成陽光美少女嗎？想和我們一起揮灑汗水勇奪佳績就

不要再猶豫了!系女籃就是你最佳的選擇！快加入我們溫馨大家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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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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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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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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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電子 X 中原醫工 X 中原企管迎新宿營 

喔「醫」喔「醫」!快一企拯救電力公司報名表 
想知道大學生活是甚麼樣子嗎？想在開學前就和身旁的同學變成好朋友嗎? 

那麼絕對不能錯過由中原企管系和中原電子系還有中原醫工系 

為大一新鮮人所舉辦的三天兩夜迎新宿營 

能夠在大學新生活一開始就與夥伴們共同創造美好的回憶，你還在等甚麼呢 ? 趕快動手報名吧！ 

1. 活動日期：2022/09/16~2022/09/18 

2. 活動地點：小叮噹科學園區 

3. 報名費用：新台幣 3000元整 

4. 繳費時間：即日起至 8/31 

5. 匯款資訊：請見裝袋內<注意事項> 

6. 應帶物品：盥洗用具(牙刷、牙膏、毛巾)、室外拖鞋、吹風機、防蚊液、防曬用品、

個人藥品、輕便雨衣、白色衣物、換洗褲子兩件、淺色短褲一件(海灘褲最佳)、內衣

褲三套、健保卡、原子筆、行動電源、*口罩、酒精、愉快的心情。 

7. 全程遵守學校防疫規定，酒精消毒及口罩不離身，分流並控管人群。教官以及學校衛

保組人員在現場處理緊急事況。 

8. 繳費報名後如無法參加，須於註冊當天找系學會申請並說明理由，才能夠辦理退費 

基於有些費用已支出，退費金額如下： 

期數 時間 日期 退還金額 已扣除費用之說明 

第 1期 活動前 21日 8/25前 新台幣 3,000元 全額退費 

第 2期 活動前 15日 9/01前 新台幣 2,500元 扣除車資 500元 

第 3期 活動前 7日 9/09前 新台幣 2,200元 扣除車資及營服(500+300) 

開學以後訂定時間給予營服 

第 4期 活動前 3日 9/13前 新台幣 1,420元 扣除車資、營服以及第一天入場

及住宿費用(500+300+780) 

 如果遇到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將「全額退費」。 

9.營服尺寸表(尺寸正負 2~2.5公分皆為正常值) 

公分 XS S M L XL 2XL 3XL 4XL 5XL 6XL 

胸寬 43 46 49 52 55 58 61 66 71 76 

衣長 64 67 70 73 75 77 80 81 83 86 

(下面有 Qrcode要記得掃來看ㄛ~) 



10.對於活動內容有任何問題請洽活動負責人或上迎新宿營粉絲專頁詢問 

IG粉絲專頁： 喔「醫」喔「醫」!快一企拯救電力公司 

企管系學會 IG:@cycubasa 

活動負責人： 

企管總協 梁善雅 ：0963623854 

企管副協 廖紀綸 ：0989677708 

                       企管副協 李靜祺 ：0979619666 

 

 

 

 

 

 

 

 

 

 

 

 

 

 

 

 

                  宿營報名表單趕快掃起來！！！ 

 

 

                     ↑掃一掃就知道我在說甚麼了! 

   

 

 



中原大學【中原電子、中原醫工、中原企管聯合迎新宿營】 

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1. 中原大學於【111 年 9 月 16 日至 111 年 9 月 18 日】舉行【中原電子、中原醫工、中原企管聯

合迎新宿營】。基於辦理人身保險(001)、教育或訓練行政(109)、及招生相關訊息提供之目的

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身分證字號、姓名、地址、生日、電話、緊急聯絡人

等等】 

2. 對於本人【中原電子、中原醫工、中原企管聯合迎新宿營】活動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中原

大學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中原大學相關法規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

用。 

3.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111 年 9 月 18 日】內，中原大學遵守個資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符合

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4.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中原電子、中原醫工、中原企管聯合迎新宿營】期間繼續儲存於中原

大學，除應本人之申請、中原大學行政管理或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項外，中原大學不得提供

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5.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

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6. 煩請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 

7. 中原大學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

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立同意書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本人簽名） 

日期：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如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與各系總副協聯繫，有參加宿營的人在報到時要繳交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唷! 

 

 



中原企管系新生資料袋使用方法<<SOP>> 

Step1:詳細閱讀各項清單，記住各項活動截止時間 

(茶會、搬宿、註冊及宿營之日期) 

Step2:確認系服、系外套、營服大小 

 (系服、系外套，為系上重大活動必須衣物，不提供分開購買措施) 

Step3:確認系費明細及系服費用並匯款 

(系費為系上活動經費，敬請務必繳交，截止日為 8/31，若逾期請於

註冊日攜現金現場繳交) 

Step4:確認是否參加宿營並匯款 

Step5:填寫宿營報名表及各項衣物大小 

Step6:妥善收好系費+系服費、宿營費之匯款明細，並於新

生註冊日繳回 

Step7:掃描 QR code 加入 LINE 企管人，追蹤 IG 獲得更新消

息(IG : cycuba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