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8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4 月 20 日 11 時 00 分 

二、地點：成肯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高雄市路竹區中華路 528 號）  

三、出席人員： 

理事：史光華、許士庠、吳晴惠、徐繼達、朱敏如、柯耀哲、江振瑋、 

蔡明修、薛能仁、劉文良、許家欽、蔡豪雄、陳英智、宋聰隆 

監事：陳清勳、周淑芬、余震甫、蔡幸珠、李文榆、周立根、 

四、請假人員： 

理事：朱士家、蔡國圳、林仁鏗、陳維致、林廷憲、蔡志翔、林昭猛、 

      林志成、賴清源、侯廷傑 

監事：曾傳恩、張書愷 

五、列席人員：陳金發創會理事長、游家麟前理事長、蕭娜娜前理事長、 

          經濟學系陳善瑜主任 

六、主席：薛能仁                           紀錄：曾妙枝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二）財務報告（107 年 12 月-108 年 4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詳如附件一）。 

      決議：洽悉。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07 年年度經費決算表，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附件二。 

提案二： 

    案由：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時程安排。 

決議：理監事會議時間暫訂 108 年 6 月 22 日（六）於中部召開，地點委由

秘書長及中區理監事共同規劃。 

提案三： 

    案由：「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請討論。 

    說明：本獎學金另支持「錢堯賢教授紀念獎學金」，本學期頒發後，餘額為

新台幣 10 萬，只能再發一年。 

決議：請理監事暨系友踴躍捐輸。(現場，羅泳秋榮譽理事慨捐 10 萬元，薛

能仁理事長捐二年｢錢堯賢教授紀念獎學金｣共 4 萬元。)  

提案四： 

    案由：本屆榮譽理事及顧問聘任案。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六條辦理。 

決議：聘任榮譽理事：吳天祐、羅偉龍、林振榮、楊崇能、劉湧昌、葉武霖、

曾南馨、蔡豐隆、曾萬成、何木川、羅泳秋、李炳煌、胡逸斌、李麗

鶴、黃永錄、陳正宗、陳善瑜。聘任顧問：王  葳、胡士文、劉宗欣、



陳至還、顏厚棟、鄒繼礎、郭祐誠、彭德昭、邱永和、廖年亨、羅崑

河、張明仁。詳如附件三。 

十、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捐贈經濟學系系學會「經濟之夜-東經熱」活動事宜。 

    說明：107 年 9 月 19 日第 7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捐給系上活動，或

系上學生活動，可捐給協會，事先提報並憑單據向協會核銷，再於下

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決議：依據｢第 7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案｣辦理。 

 

十一、散會（12 時 2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7.12.01~108.04.19 

107.11.30 結餘   $970,006 

【收  入】    

12/1 活動捐款收入 7,400   

逢甲大學為 12/1 大會活動捐款 5,000   

理監事捐款 55,000   

特別捐款（蔡豐隆系友為授課鐘點費） 38,281   

捐款收入（鄭啟文系友） 4,500   

入會費 500   

年費 3,500   

存簿利息 123   

收入合計  114,304 1,084,310 

【支  出】    

12/1 年度大會餐費 24,000   

演講費（就業課程 58,500，12/1 大會演講費 3,200） 61,700   

工作獎金（會計師） 5,000   

理監事當選證書、顧問聘書等印刷費 1,925   

支出合計  92,625  

【結  餘】   $99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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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85（含定期存款$350,000）。 

3. 捐款明細詳附件。 

 

                     

 製表：洪美惠 108.04.19 



附件 

一、 捐款收入 （含特別捐款） 

(107.12.01~108.04.19) 

逢甲大學 5,000 鄭啟文 4,500 蔡豐隆 38,281（為授課鐘點費） 

      

二、 理監事捐款  

第八屆理監事捐款 

(107.12.01~108.04.19) 

劉文良 10,000 吳晴惠 5,000 游家麟 10,000 薛能仁 30,000 

        

三、 年費收入  

(107.12.01~108.04.19) 

周麗惠 500 顏厚棟 500 陳至還 500 劉宗欣 500 

曾妙枝 500 曾傳恩 500 秦國軒 500   

        

四、 入會費  

(107.12.01~108.04.19) 

曾傳恩 5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收支報表 

107.12.01~108.04.19 

107.11.30 獎學金結餘   $246,197 

【收入】    

曾南馨系友捐款收入 18,000   

游家麟系友捐款收入 32,000   

朱士家系友捐款收入 18,000   

定存利息收入 1,065   

存簿利息 18   

收入合計  69,083 31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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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 30,000   

曾南馨先生獎學金 18,000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 5,000   

支出合計  81,000  

【結  餘】   $234,280 

【附註】 
1. 表列獎學金支出為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訂於 108/4/29 頒

發。 
2.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結餘$21,000。 
3. 「曾南馨先生獎學金」結餘$18,000。（本項獎學金捐至本學期，自下學期起取

消） 
4.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結餘$32,000。（本獎學金自本學期起捐至協會獎學

金帳戶） 
5.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結餘$10,000，捐款系友已不再提供獎學金，核發

至結餘款為 0。 
6. 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基金$153,280（含定期存款$100,000）。 
 
 

製表：洪美惠 108.04.19 

 



附件二 

 

 

 

 



 

 

 

 

 

 

 

 

 



附件三 

 

榮譽理事 

姓  名 年 班 服     務     機     關 
吳天祐 65 乙 起成國際投資集團總經理 

羅偉龍 67 甲 泛泰建設公司董事長 

林振榮 71 乙 澎湖科技大學講師 

楊崇能 67 乙 統盟電子(股)公司總經理退休 

劉湧昌 71 乙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葉武霖 79 乙 新都興資訊(股)公司總經理 

曾南馨 72 夜 新竹縣政府參議退休 

蔡豐隆 74 乙 香港禮來國際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曾萬成 73 甲 自營 

何木川 67 乙 自營 

羅泳秋 76 甲 成肯國際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李炳煌 73 甲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空物流行銷系兼任助理教授 

胡逸斌 80 甲 愛普倈顧問執行長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李麗鶴 77 夜 萬寶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永錄 67 夜  梧棲大德國小創校長退休 

陳正宗 80 乙 MoneyChoice Corporation Limited 董事 

陳善瑜 73 研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顧問 

姓  名 年 班 服     務     機     關 
王葳 76 研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胡士文 65 乙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劉宗欣 68 研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陳至還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顏厚棟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鄒繼礎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退休） 
郭祐誠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彭德昭 73 乙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兼學務長 
邱永和 70 乙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廖年亨  興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羅崑河 63 宏福集團專業經理人 
張明仁  谷關大飯店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