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年度 日期 項目名稱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99 100.08.31 結餘 $329,911

100.09.09 100新生繳費 $61,800 $391,711

100.09.10 100新生繳費 $354,900 $746,611

100.09.15 100新生繳費 $81,900 $828,511

100.09.19 100新生繳費 $900 $829,411

100.10.19 全校迎新演唱會 $423,877 $405,534

100.12.21 利息收入 $496 $406,030

101.05.16 第六屆星弦盃創作樂團大賽 $77,100 $328,930

101.06.09 畢業舞會 $74,362 $254,568

101.06.21 利息 $602 $255,170

101.09.12 101新生繳費 $84,600 $339,770

101.09.17 101新生繳費 $179,100 $518,870

101.09.20 101新生繳費 $175,800 $694,670

101.09.24 101新生繳費 $47,700 $742,370

101.09.27 101新生繳費 $8,100 $750,470

101.10.02 退學生退課外活動費 $900 $749,570

101.10.15 101新生繳費 $900 $750,470

101.10.22 101新生繳費 $41,400 $791,870

101.10.03 101年全校迎新活動 $328,320 $463,550

101.11.21 利息收入 $608 $464,158

102.03.05 動畫科預支校園學生紀錄片拍攝費用 $19,894 $444,264

102.04.17 啦啦隊代表學生捐款 $100,000 $344,264

102.06.21 利息收入 $615 $344,879

102.07.25
102年織音社、青夢社參加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

動交通費
$24,150 $320,729

102.07.30 102級畢業生聯誼會 $48,570 $272,159

102.08.24 102年學生會參加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評選暨觀摩活動 $17,850 $254,309

102.08.26 102年轉學生繳費 $6,300 $260,609

102.08.30
啦啦隊社、創意舞蹈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

獎金
$4,000 $256,609

102.08.30
啦啦隊社、創意舞蹈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

獎金
$2,000 $254,609

102.08.31
青春夢想號服務學習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

獎金
$2,000 $252,609

102.08.31
青春夢想號服務學習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

獎金
$2,000 $250,609

102.09.02 熱舞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249,609

102.09.02 熱舞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247,609

102.09.03 織音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245,609

織音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243,609

102.09.06 102新生繳費 $172,800 $416,409

102.09.09 學生會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415,409

學生會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414,409

102.09.10 102新生繳費 $216,000 $630,409

商研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62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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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泉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628,409

慈青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627,409

信望愛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626,409

西洋劍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624,409

102.09.11
彩虹天堂創意服務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

金
$2,000 $622,409

彩虹天堂創意服務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

金
$1,000 $621,409

102新生繳費 $129,300 $750,709

102.09.12 印象紀錄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749,709

印象紀錄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748,709

102.09.13 護理科學會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甲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746,709

102.09.14 102新生繳費 $59,400 $805,809

102.09.14 102新生繳費 $300 $806,109

102.09.16 春暉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805,109

102.09.18 真實生活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804,109

102.09.23 敦品志工社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假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802,109

敦品志工社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2,000 $800,109

102.10.01 幼保科學會100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799,109

幼保科學會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798,109

102.10.01 102新生繳費 $2,400 $800,509

102.10.02 動畫科學會101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乙等以上社團獎金 $1,000 $799,509

102.10.21 102年度社團幹部訓練 $27,360 $772,149

102.10.09 102年全校迎新(藝人) $220,500 $551,649

102年全校迎新(燈光音響) $60,000 $491,649

102年全校迎新(紀念品) $6,000 $9

102年全校迎新(餐費、雜支) $5,024 $480,625

102.12.13 102年學生社群會議餐費 $1,520 $479,105

102年校慶園遊會活動 $18,181 $460,924

102.12.21 利息 $688 $461,612

103.2.27 103年學生會-服務學習 $160 $461,452

103.3.15 103年特約商店 $15,000 $446,452

103.5.15 103年給一年後的自己 $2,234 $444,218

103.6.21 利息 $715 $44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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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08 103年全校幹部訓練 $38,862 $406,071

103.9.12 103學年新生繳費 $342,600 $748,671

103.9.23 103學年新生繳費 $14,400 $763,071

103.9.30 103學年新生繳費 $45,000 $808,071

103.10.22 103學年全校迎新演唱會 $290,000 $518,071

103.10.29 103學年新生繳費 $48,600 $566,671

103.12.08 103學年新生繳費 $45,000 $611,671

103.12.21 利息+學校匯入代付款 $2,244 $613,915

104.06.03-

25
104年全校幹部訓練 $139,500 $474,415

104.06.25 104年給一年後的自己 $794 $473,621

104.06.21 利息 $943 $47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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