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函
本會官網：http://www.nfba.tw
聯 絡 人：賴俞函
聯絡電話：0929-900-217
電子郵件：nfba.nfba@gmail.com

受文者：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暨相關學系系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103)企聯字第 003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無
附件：下學期期初會議通知單(附件一)、交通路線圖(附件二)、校園位置圖會議地點(附件三)

主旨：檢送「第 23 屆企聯會下學期期初會議」開會通知乙份，敬邀
主旨：貴系學會會長及幹部蒞臨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
二、會議時間：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40 分
(12 時 30 分開始簽到入場)。
三、會議地點：政治大學 商學院 F1 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地點：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四、會議內容：請見會議通知、會議流程表(如附件一)。
五、交通資訊：請見會議通知第五點或見校區地圖及交通位置圖。
六、注意事項：請會員務必穿著正式服裝入場，如西裝、套裝等，
五、注意事項：不得穿著短褲、拖鞋、涼鞋入場，違者將不予入場
五、注意事項：開會。
七、聯絡資訊：
會議總召集人：羅華葦 聯絡電話:0928-088-509
會議副召集人：張惜 聯絡電話:0935-013-313

正本：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暨相關學系系學會
副本：本會行政長 賴俞函

附件一

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第 23 屆下學期期初會議開會通知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3 月 8 日 星期日 13：00～17：10 (12:30 進場)
二、會議地點：政治大學 商學院 F1 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流程：
Flow Chart

Content

12：30 ~ 13：00(30)

會員報到

13：00

會議開始

13：00 ~ 13：15(15)

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13：15 ~ 13：30(15)

企聯會務

13：30 ~ 15：00(90)

【業界講師演講】

15:00 ~ 16：00(60)

交流茶會

16：00 ~ 16：40(40)

盃賽結案報告

16：40 ~ 16：50(10)

23rd 企聯營宣傳

16：50 ~ 17：00(10)

工商服務時間

17：00 ~ 17：10(10)

臨時動議

17：10~

散會

※鑒於改善開會效率，將視狀況調整會議流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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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相關資訊：
1.盃賽結案報告:
北企盃 –中華大學企管系、玄奘大學企管系
中企盃 –東海大學企管系
南企盃 –長榮大學企管系
2.下學期期末會議開會時間:【5/16、5/23、5/30】，於會議上投票決議
五、企聯講座(創意整合)：
1.主講人：黃向楚
2.現職：高樂貝納 設計企劃總監
3. 高樂貝納公司簡介
高樂貝納成立於民國 90 年，是不只專注於品牌企
劃，更追求設計流程與管理上創新的設計公司。
成立 14 年來在廣告設計的領域中，以規劃品牌行
銷為主要經營業務，深獲各個企業主的肯定及支
持，公司成員 60 ％以上均有各個行銷實際面及
行銷企劃及設計人員。高樂貝納所扮演的是走向
實際行銷，針對商品、企業特性、族群、通路，
網路，執行來做一系統的規劃，從設計企劃到執
行製作，整免一條龍規劃執行，來協助傳統企業快速穩定的行銷轉型。
高樂貝納公司設計專長以品牌企劃為主要專長項目，擅長針對各大品牌、
活動、組織…設計出美觀專業且有效能的識別系統，使得優秀的品牌創意
能夠以優雅、具有美感的形式直觀地表達品牌所傳達的核心價值與內涵，
使品牌（企業）與市場的溝通更具有實質效益。公司
各團隊不斷的卓越精進，多元的廣告業務發展，與廣告實務經驗，更能讓
設計企劃與實務完
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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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注意事項：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附件二

以下地點會有工作人員指引:
市府轉運站、市政府捷運站 3 號出口、捷運動物園站、捷運公館站
(1)公車 至「政大站」下車
欣欣客運 ：236、237、611、295
指南客運 ：1501、1503、282、530
小型公車 ：10
捷運接駁公車：棕 3 、棕 5、棕 6、棕 11、棕 15、棕 18、綠 1
可在捷運市政府站 3 號出口，搭乘綠 1、棕 18
(2)客運
※搭至台北轉運站，走至台北車站轉搭捷運板南線（藍線）至市政府站
(六站，約 15 分鐘)3 號出口，轉搭綠 1、棕 18 至「政大站」下車
※搭至市府轉運站，走至捷運市政府站 3 號出口，轉搭綠 1、棕 18，
至「政大站」下車
捷運市政府站 3 號出口，搭乘綠 1、棕 18
(3)火車及高鐵
搭至台北車站，轉搭捷運板南線（藍線）至市政府站(六站，約 15 分鐘)3
號出口，轉搭綠 1、棕 18 至「政大站」下車
捷運市政府站 3 號出口，搭乘綠 1、棕 18
(4)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綠線）至公館站，捷運 1 號出口，
轉搭 530、236、1501、棕 11 至「政大站」下車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至市政府站，捷運 3 號出口，
轉搭綠 1、棕 18 至「政大站」下車
※搭乘捷運文湖線（棕線）至動物園，轉搭 236、、237、611、282、
295、棕 3 、棕 6、棕 18、綠 1、指南客運 1503 至「政大站」下車。
（公車路線圖連結至台北市公車動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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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行開車
※從國道一號 23B-圓山出口下交流道 → 建國高架道路 →靠左下交流道，
朝國道 3 號/木柵/景美/基隆路前進 →直行辛亥路二段 →辛亥路三段→國
道 3 甲 (國道 3 號 /木栅/景美 號誌)→ 3-萬芳出口下交流道 → 右轉木柵
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 附圖一 )
※從國道三號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 - 國 3 甲台北聯絡道 - 萬芳交流道）
→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
萬壽路右轉 ( 附圖二 )
※從台北市東區（經信義快速道路南向）→信義快速道路（南向）接萬芳交
流道下北二高→右轉木柵路四段→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辛亥路（辛亥隧道）→過辛亥隧道→ 直行至興隆路左轉→ 左轉木柵路
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和平東路（軍功路莊敬隧道）→過莊敬隧道，走軍功路→ 右轉木柵路
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羅斯福路（公館）→羅斯福路四段向南走→ 左轉興隆路→ 左轉木柵路
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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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附件三

商學院校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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