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8 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6 月 22 日 10 時 00 分 

二、地點：菊園會議室（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薑麻園 13 號）  

三、出席人員： 

理事：朱士家、蔡國圳、許士庠、林仁鏗、朱敏如、徐繼達、柯耀哲、 

林昭猛、林志成、蔡明修、薛能仁、許家欽、蔡豪雄、陳英智、 

宋聰隆 

監事：陳清勳、周淑芬、蔡幸珠、李文榆 

四、請假人員： 

理事：史光華、吳晴惠、陳維致、蔡志翔、江振瑋、劉文良、侯廷傑 

監事：余震甫、周立根、曾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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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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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10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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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50 週年舉辦事宜，請討論。 

說明：經系務會議決定，經濟學系 50 週年時間為 109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於逢甲大學育樂館舉行。 

決議：協會建議於 109 年年底和協會年會合併舉辦，以節約人力物力。敬請

接任的系主任再斟酌，提 9 月份理監事會議再議。 

提案二： 

    案由：經濟人協會山東參訪團辦理事宜，請討論。 

說明：爰例每年舉辦海外參訪(自由參加)，此次擬赴山東參訪，請討論。 

決議：委請蕭娜娜前理事長規劃，時間訂於 9 月中旬，規劃完成公告，歡迎

協會會員報名。 

提案三： 

    案由：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時間及地點討論案。 

決議：時間為 108 年 9 月 21 日（六）於北部召開，地點委由北區理監事共

同規劃。  

提案四： 

    案由：第 8屆第 2 次年度大會時間及地點討論案。 

    說明：建議 10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於鹿港文創會館舉行。 

決議：保留此一規劃地點，提 9 月份理監事會議再議決。 

 



提案五： 

    案由：108 年 12 月 14 日參加馬來西亞校友會事宜，請討論。 

    說明：協會於 104 年 9 月 19 日參加上海校友會十週年慶祝活動，和各系及

各地系友交流，活動十分成功，馬來西亞校友會週年活動相當盛大，

今年擬組團參與，加強與校友聯繫。 

決議：委請蕭娜娜前理事長規劃，屆時請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十、臨時動議 

提案一：經濟學系系學會「經濟之夜」活動流程建議案。 

    說  明：協會熱情贊助本次經濟學系系學會「經濟之夜-東經熱」活動經費，

並有多位理監事出席活動，但流程未盡妥善，基本禮儀不足(安排

協會上台時間太晚，缺互動時間)，建議下次改善。 

決  議：此為系學會活動，建議案提供給下屆系學會。 

提案二：參加 109 年 10 月 20 日台北校友會 50 週年活動案。 

決  議：協會認 2 桌，請北區常務理事朱士家學長協助處理，爰例，經費由

協會撥支(補助各區活動經費內)。 

 

十一、散會（11 時 3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8.04.20~108.06.21 

108.04.19 結餘   $991,685 

【收  入】    

4/20-21 活動捐款收入 45,900   

理監事捐款 95,000   

特別捐款（薛能仁為 4/20 餐費） 10,000   

捐款收入（微恩美學診所、逢甲大學、高雄市校友會） 11,000   

指定捐款（為系學會 5/13 活動） 27,000   

年費 500   

定存利息 5,325   

存簿利息 123   

收入合計  194,848 1,186,533 

【支  出】    

4/20 理監事會議餐費 49,200   

4/20 船資 6,300   

4/21 餐費 18,200   

遊覽車租金 25,000   

旅遊平安保險費 1,312   

演講費 31,500   

網域註冊費 1,250   

系學會活動禮品、燈光音響 22,480   

急難救助慰問金（陳為寶同學） 5,000   

支出合計  160,242  

【結  餘】   $1,02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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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760（含定期存款$350,000）。 
3. 捐款明細詳附件。                  

 製表：洪美惠 108.06.21 



附件 

一、 捐款收入 （含特別捐款、指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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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20~108.06.21) 

微恩美學診所 3,000 逢甲大學 5,000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3,000 

薛能仁(為 4/20 餐費) 10,000      

為 5/13 系學會活動捐款： 

許家欽 3,000 薛能仁 3,000 朱敏如 2,000 史光華 3,000 

余震甫 3,000 蕭娜娜 2,000 吳晴惠 1,000 陳善瑜 3,000 

陳金發 3,000 林昭猛 2,000 林志成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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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20~108.06.21) 

陳清勳 10,000 許家欽 10,000 周立根 5,000 蔡幸珠 10,000 

許士庠 5,000 李文榆 10,000 蔡明修 5,000 周淑芬 5,000 

徐繼達 5,000 余震甫 10,000 朱敏如 10,000 史光華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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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20~108.06.21) 

羅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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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20~108.06.21 

108.04.19 獎學金結餘   $234,280 

【收入】    

羅泳秋系友(成肯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收入 100,000   

林志成系友捐款收入 4,500   

楊崇能系友捐款收入 32,000   

薛能仁系友捐款收入(為錢堯賢教授獎學金) 20,000   

存簿利息 26   

收入合計  156,526 390,806 

【支出】    

107-2 創系主任錢堯賢教授紀念獎學金 10,000   

107-2 楊崇能先生勤學獎學金 16,000   

107-2 曾南馨先生獎學金 18,000   

107-2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 16,000   

107-2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 18,000   

107-2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 40,000   

107-2 陳林美代清寒勤學獎學金 5,000   

支出合計  123,000  

【結  餘】   $267,806 

【附註】 
1.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結餘$3,000。 
2. 「楊崇能先生勤學獎學金」結餘$16,000。（本獎學金自本學期起捐至協會獎學

金帳戶） 
3.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結餘$16,000。（本獎學金自本學期起捐至協會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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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結餘款為 0。 
5. 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基金$227,806（含定期存款$100,000）。 
 

製表：洪美惠 108.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