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7 屆第 6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3 月 17 日 17 時 30 分 

二、地點：不老溫泉渡假村（高雄市六龜區新開路 82 號） 

三、出席人員： 

前理事長：陳金發、游家麟、蕭娜娜 

理事：薛能仁、史光華、朱士家、許士庠、林仁鏗、陳維致、林昭猛 

      徐繼達、林志成、吳晴惠、許家欽、蔡豪雄 

監事：陳清勳、周淑芬、余震甫、蔡幸珠、周立根 

榮譽理事：陳善瑜 

四、請假委員： 

理事：蔡國圳、林廷憲、朱敏如、王媚玲、侯廷傑、賴清源、周禹齡 

          劉文良、陳英智、宋聰隆 

監事：江振瑋、張書愷 

五、主席：薛能仁                          紀錄：曾妙枝 
六、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二）財務報告（106 年 12 月-107 年 3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詳如附件一）。 

決議：洽悉。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06 年年度經費決算表，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二-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6月份理監事會議時間地點討論案。 

決議：理監事會議擇於 107 年 6 月 23-24 日（星期六、日）假北部舉辦，行

程規劃一天或二天及地點等相關事宜，詳細規劃授權理事長、北部理

監事及秘書長決定。 

 

提案三： 

案由：協會和系上共同主辦就業座談，請討論。 

說明：舉辦就業座談會，一則協助同學有更明確職場方向，二則增加年輕新

血輪加入，可以請已畢業系友和大四同學座談。企業運作實務及金融

操作實務課程系友講師，多分享心路歷程及該產業動態。 

決議：1.授權協會秘書長與系上共同規劃。 

      2.和畢業系友之聯繫也要請理監事共同努力。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協會經費之動支，請討論。 

說明：有關 International Taxpayer Training Workshop 經費動支，請依據第六

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協會為內政部正式立案之社團法人，類似預算動用，仍請先行提計畫

方案，經理監事會議議決，以利報支。 

 

 

九、散會（18 時 5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6.12.13~107.03.16 

106.12.12 結餘   $1,054,777 

【收  入】    

12/16 活動捐款收入 26,600   

捐款收入 21,500   

理監事捐款 3500   

年費 1,000   

存簿利息收入 142   

收入合計  84,242 1,139,019 

【支  出】    

12/16 餐費 21,600   

12/16 遊覽車資 32,550   

萬景藝苑門票 8,700   

旅遊平安險 2,040   

會計師工作獎金 5,000   

演講費 27,000   

花籃（逢甲大學金融保險系友會成立大會） 1,500   

International Taxpayer Training Workshop 各項支出
附註 44,521   

捐款支出（台北市及台中市逢甲校友會新春餐會） 17,000   

支出合計  159,911  

【結  餘】   $979,108 

【附註】 
1. 結餘款含定期存款$500,000。 
2. 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結餘$388,811（含定期存款$350,000）。 
3. International Taxpayer Training Workshop 各項支出： 

海報 210 
研討會茶點、便當 4,521 
演講費及交通費 4,840 
晚宴餐費 34,950 

合計 44,521 



                      製表：洪美惠 107.03.16 



附件 
一、 捐款收入 （含特別捐款） 

(105.12.11~106.04.21) 
鄭啟文 4,500 逢甲大學 2,000 鄭保村 37,000（為授課鐘點費） 
為鄭保村老師榮退紀念品： 
高田宗 5,000 曾萬成 1,000 史光華 1,000 鄭啟文 1,000 
林志成 1,000       

 (106.04.22~106.09.15) 
林裕豐 5,000 李麗鶴 4,500 陳金發 43,000（為授課鐘點費） 

((((106.09.16~106.12.12) 
財金風保系友會 3,000 逢甲大學畢業校友金融聯誼會 5,000  
會計系北區校友會  3,000 北區合經系友會  3,000  
台北逢甲大學校友會(張政文)  5,000 台北逢甲大學校友會(謝振裕) 5,000 
北區 EMBA 聯誼會 3,000 統計系系友會 3,000 謝金河 4,000 
(106.12.13~107.03.16)    
黃永錄 5,000 鄭啟文 4,500 葉武霖 4,500 林志成 4,500 
逢甲大學 3,000       

 

二、 理監事捐款  
第七屆理監事捐款 
(105.12.11~106.04.21) 
劉文良 10,000 朱敏如 10,000 陳英智 10,000 林志成 12,000 
朱士家 20,000 游家麟 10,000     
(106.04.22~106.09.15) 
宋聰隆 5,000 周立根 10,000 蔡豪雄 10,000 陳清勳 10,000 
徐繼達 10,000 周淑芬 5,000 許士庠 5,000 江振瑋 10,000 
余震甫 10,000 史光華 10,000 林仁鏗 5,000 薛能仁 10,000 
李文榆 10,000 侯廷傑 5,000 康晴管理顧問公司(蕭娜娜) 10,000 
(106.09.16~106.12.12) 
林廷憲 5,000 許家欽 10,000 林昭猛 10,000 王媚玲 10,000 
蔡國圳 4,500 賴清源 5,000     
(106.12.13~107.03.16) 
吳晴惠 5,000 柯耀哲(昌億瓦斯) 5,000 張書愷 10,000  
許士庠 5,000 游家麟 10,000     

三、 年費收入  
(105.12.11~106.04.21) 
李文傳 500 魏錦足 500 林裕豐 500 曾妙枝 500 
柯耀哲 500       
(106.12.13~107.03.16) 
李文傳 500 曾妙枝 500     

四、 入會費  
(105.12.11~106.04.21) 
李春長 500 黃忠謙 500 李文榆 500 柯耀哲 500 
(106.04.22~106.09.15) 
詹祖正 250       
(106.09.16~106.12.12) 
施玉成 5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收支報表 

106.12.13~107.03.16 

106.12.12 獎學金結餘   $349,162 

【收入】    

存簿利息收入 28   

定存利息收入 2,130   

收入合計  2,158 351,320 

【支出】    

創系主任錢堯賢教授紀念獎學金 10,000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 24,000   

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金 40,000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 5,000   

曾南馨先生獎學金 18,000   

支出合計  97,000  

【結  餘】   $254,320 

【附註】 

1.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結餘$8,000。 

2.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結餘$20,000，捐款系友將不再提供獎學金，核發

至結餘款為 0。 

3. 「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金」基金$226,320（含定期存款$150,000）。 

 

 

 

 

 

製表：洪美惠 107.03.16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