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8屆第 8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9 月 6 日 10 時 00 分 

二、地點：飛牛牧場會議室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66號，TEL:037-782946)  

三、出席人員： 

理事：薛能仁、史光華、許士庠、林仁鏗、侯廷傑、林昭猛、蔡明修、 

      徐繼達、許家欽、蔡豪雄、陳英智、 

監事：陳清勳、周淑芬、蔡幸珠、李文榆、 

四、請假人員： 

理事：朱士家、蔡國圳、蔡志翔、陳維致、林廷憲、吳晴惠、林志成、 

      江振瑋、朱敏如、柯耀哲、劉文良、宋聰隆、賴清源 

監事：余震甫、曾傳恩、周立根、張書愷 

五、列席人員：游家麟前理事長、蕭娜娜前理事長、經濟學系李文傳主任、 

          黃永錄榮譽理事、經濟學系胡士文老師、經濟學系陳善瑜老師、 

          經濟學系黃秋瓊老師、鄭保村秘書長、洪美惠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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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6月-10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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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轉入中華民國經濟人協會帳戶，請討論。 

    說明：協會成立時，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仍獨立存在，目前協會運作已上軌

道，系友也都陸續加入協會，關於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建議轉入中

華民國經濟人協會帳戶，請討論。 

    決議：同意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轉入中華民國經濟人協會帳戶，送年度大會

討論。 

 

提案二： 

    案由：11月 28日五十週年慶配合及動員案。 

    說明：籌備活動進行中，截至目前已有認桌數為 35 桌，認捐$30,000 及認捐

紀念品袋子。 

    決議：請大家繼續推動認捐及認桌，並持續聯絡同學出席。 

 

 

十、散會（12 時 0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9.07.01~109.09.04 

109.06.30 結餘  $962,627 

【收  入】   

理監事捐款 10,000  

7/4 活動捐款 46,100  

特別捐款（陳金發為授課鐘點費） 43,000  

50 週年系慶捐款收入 85,000  

入會費＆年費 1,000  

收入合計  185,100 

合計  1,147,727 

【支  出】   

7/4-7/5 理監事會議餐費及活動費 49,500  

遊覽車租金 20,000  

旅遊平安保險費 1,472  

支出合計  70,972 

【結  餘】  $1,076,755 

【附註】 

1. 結餘款含定期存款$700,000。 

2. 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結餘$392,809（含定期存款$350,000）。 

3. 捐款明細詳附件。                      

 

 

 

 製表：洪美惠 10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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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22~108.09.20)      

陳金發 43,000（為授課鐘點費）     

(108.09.21~108.11.29)      

李文榆 4,500 蔡國圳 4,500 柯耀哲 4,500   

(108.11.30~109.03.20)      

蕭明利 1,000 林品鋆 1,000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2,000 

葉武霖 4,500 鄭啟文 4,500     

(109.03.21~109.06.30)      

林志成  4,500 朱士家  4,500 李麗鶴  4,500  蔡豐隆  40,000 (為授課鐘點費) 

(109.07.01~109.09.04)      

陳金發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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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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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22~108.09.20) 

林仁鏗 5,000 陳英智 10,000     

(108.09.21~108.11.29)      

蔡豪雄 10,000 蔡志翔 10,000 賴清源 5,000 蕭娜娜 10,000 

(108.11.30~109.03.20)      

徐繼達 5,000       

(109.03.21~109.06.30)      

吳晴惠 5,000 游家麟 10,000 許士庠 5,000 周淑芬 5,000 



朱士家 10,000 林志成 5,000     

(109.07.01~109.09.04)      

林昭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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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21~108.11.29)      

江政諺 250 郭弘揚 500     

(108.11.30~109.03.20)      

林品鋆 500 曾妙枝 500     

(109.07.01~109.09.04)      

戴冠儒 500       

四、 入會費  

(107.12.01~108.04.19) 

曾傳恩 500       

(108.09.21~108.11.29)      

江政諺 250 郭弘揚 500 蕭俊欽 500 何思賢 500 

(108.11.30~109.03.20)      

林品鋆 500       

(109.03.21~109.06.30)      

徐光志 250       

(109.07.01~109.09.04)      

戴冠儒 500       

 

五、50 週年系慶捐款 

(109.07.01~109.09.04)      

周淑芬 6,500 陳英智 6,500 李文榆 6,500 林昭猛 6,500 

蘇明元 6,500 蘇國全 6,500 江振瑋 6,500 朱敏如 26,500 

鄭啟文 6,500 胡逸斌 6,5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收支報表 

109.07.01~109.09.04 

109.06.30 獎學金結餘  $172,924 

【收入】   

收入合計  0 

【支出】   

支出合計  0 

【結  餘】  $17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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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結餘$16,000。 

4. 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基金$137,924（含定期存款$100,000）。 

 

製表：洪美惠 109.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