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系所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連絡人姓名、電話 活動地點 活動說明 

管理學

院 

企業管

理學系 

新鮮人迎新餐會 104.08.22(六) 林佳欣/0972-227-510 烘爐茶壺 透過介紹社團指導老師、幹部

及社員自我介紹，讓新生更了

解宜蘭校友會，並增進彼此的

情誼，推廣宜蘭校友會未來的

活動。 

小學年 104.12.21(一) 王婉懿 / 0931378466 台北校區 F棟 前兩年都是舉辦鬼屋讓大家

玩,今年有可能會延用鬼屋概

念也有可能改為遊戲式的活

動,讓同學可以透過活動彼此

變得更了解緊密,也能認識更

多的朋友. 

企管周 104.10.19(一 )~23(

五)(時間待確認) 

洪偉軒/0934-271090 臺北校區萊爾富前廣

場，F棟，操場，逸仙堂 

準備一個禮拜都系周時間，增

進系上感情。 

新生茶會 104.08.15 潘昱甫/0930-161640 臺北校區 F棟(暫定) 讓新生瞭解銘傳企管可以教

給他們什麼 

社區服務 104.05.07 韓汶璇/0988-003669 尚未確定 收集發票募集愛心 為一些需

要幫助的人盡我們的力量 



紙飛機大賽 104.12.02 蔡雨臻/0911-078757 台北校區逸仙堂 活動組歷年傳統活動 

增進系上同學彼此間互動以

及遊戲趣味性 

帶動中小學 104.11.28(六) 卞文伶/0916-218408 百齡國小 帶小朋友玩 

校慶啦啦 105.03.19 黃文傑/0986-634303 桃園校區 藉由校慶啦啦活動慶祝 59 校

慶活動 

帶動中小學 104.12.05(六) 卞文伶/0916-218408 百齡國小 帶小朋友摺紙 

帶動中小學 104.12.11(六) 卞文伶/0916-218408 百齡國小 帶小朋友唱跳 

帶動中小學 104.12.19(六) 卞文伶/0916-218408 百齡國小 帶小朋友畫圖 

寒訓 104.1.28.29 徐翌旂/0937-188587 宜蘭羅東 帶小朋友玩 



迎新宿營 104.09.19-104.09.2

0 

林峻宇 萬瑞休閒農場 讓新生更加認識彼此，感受企

管系的熱情 

迎新宿營 104.09.19-104.09.2

0 

林峻宇/0921-034957 萬瑞休閒農場 讓新生更加認識彼此，感受企

管系的熱情 

班際盃排球賽 104.11.16 蔡汯歷/0920-491-566 臺北校區操場 以運動賽事增進班級感情 

班際盃桌球賽 104.11.23 蔡汯歷/0920-491-566 臺北校區室內桌球場 以運動賽事增進班級感情 

班際盃籃球賽 104.12.01 蔡汯歷/0920-491-566 臺北校區籃球場 以運動賽事增進班級感情 

班際盃羽球賽 104.05.02 蔡汯歷/0920-491-566 臺北校區室內羽球場 以運動賽事增進班級感情 

三對三鬥牛 105.05.23 蔡 臺北校區籃球場 以運動賽事增進班級感情 



系上卡拉歌唱大賽 105.05 陳媺庭/0987-943585 台北校區 藉由歌唱比賽連絡系上學生

感情，並與老師增進師生關係 

寒訓 104.1.28.29 徐翌旂/0937-188587 宜蘭羅東 帶小朋友玩 

財務金

融學系 

新生茶會 104.9.25 汪芸瑄/0935-333342 台北校區壘球場  

新生宿營 104.10.24~25  汪芸瑄/0935-333342 龍門露營區  

財金周 104.10.23~27 葉智軒/0917-259734 台北校區萊爾富廣場  

帶動中小學 104.10.17~18 陳威廷/0921-513795 百齡國小  

風險管
新生茶會 104.09.10(四) 呂冠緯 0953168714 台北校區操場  



理與保

險學系 

新生盃合唱比賽 初賽 104.12.9(三) 王思云 0972877212 台北校區逸仙堂 由大一新生參加並代表系上

爭光比賽 

新生迎新宿營 104.10.24(六)~104.

10.25(日) 

陳星翰 0933-642230 苗栗通宵海水浴場 為了讓新生能更快融入大學

的環境 

所以舉辦兩天一夜的活動，期

望能讓新生了解大學生活 

會計學

系 

新生歡迎會 104.08.15 童珮涵 逸仙堂  

新生定向輔導 104.09.10&104.09.

11 

童珮涵 逸仙堂  

新生茶會 104.09.14 鄭羽倩 逸仙堂  

新生迎新宿營 104.09.19&104.09.

20 

鄭百川 逸仙堂  



新生合唱比賽 104.12.09 周易劫 逸仙堂  

期末歐趴周 105.01.04~105.01.

08 

王御庭 會計系辦門口  

下學期啦啦比賽 104學年下學期 林旻頡 逸仙堂  

各類體育競賽(10 月

北會盃、5月大會盃、

上下學期班際體育競

賽) 

104.10~105.05 鄭百川、汪飛龍 逸仙堂  

國際企

業學系 

新生茶會 104年 9月下旬 連子翔 0963-085977 E202教室  

新生宿營 104年 10月中旬 黃傑穎 0978-493050 苗栗通霄  



新生合唱 104.12.09(三) 簡柏宇/ 0937-859300 學校  

大貿盃 104年 12月中旬 連子翔/ 0963-085977 學校  

歐趴週 104.11.02(四) 趙麗琇 0917-953898 學校 D棟  

聖誕舞會(9系舞會) 104年 12月下旬 連子翔 0963-085977 逸仙堂  

歐趴週 105.01.04(一) 趙麗琇 0917-953898 學校 D棟  

歐趴週 105.04.11(一) 趙麗琇 0917-953898 學校 D棟  

北貿盃 105年 5月中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創意啦啦比賽 105.03.18(五) 李 禎 芸  / 

0922-428985 

學校  

國企晚會 105年 4月下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班際盃排球比賽 105年 4月下旬 劉 振 家  / 

0965-130567 

學校  

班際盃籃球比賽 105年 5月下旬 劉 振 家  / 

0965-130567 

學校  

歌唱比賽 105年 4月上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金鳴獎(協助) 105年 5月上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歐趴週 105.06.13(一) 趙 麗 琇  / 

0917-953898 

學校 D棟  



暑期訓練 105年 8月中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暑期訓練 105年 8月中旬 連 子 翔  / 

0963-085977 

學校  

傳播學

院 

傳播學

院 

新生茶會 104.09.18(五)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逸仙

堂 

透過讓新生更認識傳播學院

各組織以及系學會各組工作

內容，並宣傳宿營及各招生活

動。 

新生宿營 104.10.03(六 )-104.

10.04(日) 

張家惟/0938-497068 校外(龍門-新北市貢寮

區福隆里興隆街 100號) 

讓新生可以有機會認識傳院

四系的同學，並融入傳院這個

大家庭。 

制服日 104.10.14(三)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學校

操場 

讓新生穿上制服，並在制服日

當天找到跟自己高中同校的

同學，並進行闖關活動，促進

傳院新生感情。 

新生合唱初賽 104.12.09(三)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逸仙

堂 

藉由新生合唱，凝聚系上對唱

歌有興趣的同學，並與北銘別

系切磋交流。 



新生合唱決賽 104.12.18(五)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體育

館 

藉由初賽從北銘選出三系進

入決賽，並與桃銘進行最後決

戰。 

體育週 104.11.16(一 )-104.

11.20(五)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學校

操場 

提供傳院內對於運動有興趣

的同學參加。 

傳院週 104.12.21(一 )-104.

12.25(五)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全校 透過傳院週每天不同的活

動，讓系上同學也讓別系同學

更認識傳院。 

傳院週晚會 104.12.24(四) 張家惟/0938-497068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逸仙

堂 

透過傳院週晚會的表演，讓系

上與別系同學可以共襄盛舉。 

法律學

院 

法律學

院 

迎新宿營 104.09.19-20 吳皓倫/0970-981-285 坪林合歡山莊  

     

新生合唱比賽 104.12.09 吳皓倫/0970-981285 台北校區 H101  



 
 

創意啦啦隊競賽 104.03.19(六) 吳皓倫/0970-981285 桃園校區  

歌唱比賽 105.05.27(五) 吳皓倫/0970-981285 H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