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7 屆第 7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6 月 24 日 11 時 

二、地點：萊馥健康休閒渡假村會議室（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2鄰 12 號） 

三、出席人員： 

前理事長：陳金發、游家麟、蕭娜娜 

理事：薛能仁、朱士家、許士庠、林廷憲、朱敏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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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幸珠、李文榆 

榮譽理事：陳善瑜 

顧問：郭祐誠 

四、請假委員： 

理事：史光華、蔡國圳、林仁鏗、陳維致、王媚玲、侯廷傑、賴清源 

          周禹齡、劉文良、陳英智、宋聰隆 

監事：余震甫、江振瑋、張書愷、周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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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1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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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會員參與展翼 2018 年公益接力環島活動。  

說明：請系友在適當地點成立加油站。  

    決議：照案通過。並委由蕭娜娜前理事長和展翼 2018 年公益接力環島活動 

          單位討論活動需哪些支援，再由各分區會長執行。 

  

提案二：  

    案由：雲南參訪活動(包括西南財大或西南林業大學)。 

    說明：105 年 8 月泰國清邁大學及 106 年 12 月參訪金門大學及廈門大學， 

          理監事覺得甚有意義，建議能再舉辦相關參訪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時間原則安排在 8 月中下旬，相關大學參訪事宜委由陳金

發創會理事長聯絡，協會負責安排行程。 

 

提案三： 

案由：「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金」更名為「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 

      討論案。 

說明：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金原在系友會時代募集，現已支用完畢，目前此

一獎學金由協會募集資金支應，建議更改為「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

會獎學金」，符合實際情況，並由協會負責獎助學金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第 8 次理監事會議及年度大會時間及地點討論案。 

決議：1.第 8 次理監事會議訂於 9 月 29 日(星期六) 假中部舉行，詳細行程

授權中區理監事及秘書長共同規劃。 

      2.年度大會訂於 12 月 1日(星期六)舉行，詳細行程由協會規劃。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邀請經濟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等主要幹部出席理監事會議案。 

說明：使在校學生瞭解經濟人協會（系友會）之運作，並使協會提供在校生

適時適當的必要協助。 

決議：1.協會活動每次邀 2- 3 位系學會幹部免費出席（其中有一位必須為

會長或副會長）。 

      2.系學會相關活動如要申請補助，必須在協會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計畫

書及報告。 

      3.經濟之夜相關之活動向系友募集之摸彩品，有加入系學會之同學才

具摸獎資格。 

 

提案二： 

    案由：邀請系友擔任企業導師。 

說明：希望透過系友擔任企業導師，輔導學生瞭解各企業的現況。 

決議：照案通過，請系上規劃。 

 

提案三： 

案由：107年8月8-9日邀請湯姆-帕默(Tom G. Palmer)演講，擬由協會贊助 此

一活動相關經費。 

說明：湯姆-帕默(Tom G. Palmer)目前是美國在華府智庫(think tank)亞特拉斯

(Atlas Network)之執行副總裁，該智庫旨在強調自由市場，減少政府

干預之理念，專司國際訓練與宣導自由民主之思想。湯姆-帕默精於

西方自由主義，善於演講，常能深入淺出，言簡意賅，這些理念是西

方經濟學之基石。將於 8 月 8-9 日(2018)來台，系上擬安排 1-2 場演

講，並邀請有意願之系友一同出席此一活動。 

決議：同意使用，請補活動規劃書並公告給經濟人協會會員。 

 

 

九、散會（13 時 1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7.03.17~107.06.22 

107.03.16 結餘   $979,108 

【收  入】    

3/17-3/18 活動捐款收入 47,400   

特別捐款（蔡豐隆系友為授課鐘點費） 38,300   

理監事捐款 35,000   

入費費 1,500   

年費 1,500   

定存利息收入 5,325   

存簿利息收入 124   

收入合計  129,149 1,108,257 

【支  出】    

3/17-3/18 餐費 42,900   

遊覽車資 25,000   

旅遊平安險 1,484   

演講費 54,000   

網域註冊費 1,250   

支出合計  124,634  

【結  餘】   $98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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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洪美惠 1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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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7~107.06.22)       

蔡豐隆 38,300（為授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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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7~107.06.22) 

周淑芬 5,000 蔡幸珠 10,000 薛能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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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7~107.06.22) 

莊智達 500 羅崑河 500 林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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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7~107.06.22) 

莊智達 500 羅崑河 500 林志中 5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收支報表 

107.03.17~107.06.22 

107.03.16 獎學金結餘   $254,320 

【收入】    

曾南馨系友捐款收入 18,000   

朱士家系友捐款收入 25,000   

李麗鶴系友捐款收入 4,500   

存簿利息收入 22   

收入合計  47,522 3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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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金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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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  

【結  餘】   $203,842 

【附註】 

1.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結餘$3,000。 

2.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結餘$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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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42（含定期存款$150,000）。 

 

 

 

製表：洪美惠 107.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