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8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11 月 28 日 13 時 30 分 

二、地點：逢甲大學商學大樓第八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三、出席人員： 

理事：薛能仁、朱士家、蔡國圳、蔡志翔、史光華、許士庠、林仁鏗、 

      林廷憲、吳晴惠、林志成、侯廷傑、徐繼達、林昭猛、蔡明修、 

      江振瑋、朱敏如、柯耀哲、劉文良、宋聰隆、許家欽、蔡豪雄、 

      陳英智 

監事：陳清勳、周淑芬、曾傳恩、周立根、蔡幸珠、李文榆 

四、請假人員： 

理事：陳維致、賴清源 

監事：余震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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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胡士文老師、鄭保村秘書長、經濟學系陳善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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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9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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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二-工作計畫一覽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10年年度經費預算，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三-收支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審議第九屆理監事候選名單資格審核，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四-理監事候選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 

 

 

十、散會（14 時 0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109.01.01~109.11.15 

108.12.31 結餘  $957,552 

【收  入】   

活動捐款 76,650  

捐款收入 22,500  

理監事捐款 50,000  

入會費 11,250  

年費收入 1,500  

特別捐款（鐘點費） 83,000  

指定捐款—為 50 週年系慶活動  769,000  

定存利息收入 5,234  

存簿利息 41  

暫收款（吳天祐系友） 100,000  

收入合計  1,119,175 

合計  2,076,727 

【支  出】   

演講費 103,500  

餐費及活動費（理監事會議暨旅遊活動） 96,555  

遊覽車資 37,500  

工作獎金（會計師） 5,000  

捐款支出 2,000  

旅遊平安保險費 3,692  

網域註冊費 1,250  

支出合計  249,497 

【結  餘】  $1,8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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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731（含定期存款$350,000）。 

3. 捐款明細詳附件。 

製表：洪美惠 109.11.15 



附件 

一、 捐款收入 （含特別捐款） 

(109.01.01~1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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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發 43,000 (為授課鐘點費)     

蔡國圳 4,500 柯耀哲 1,000 曾萬成 3,500   

二、 理監事捐款  

(109.01.01~1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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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猛 10,000   

三、 年費收入  

(109.01.01~109.11.15) 

戴冠儒 500 林雅淇 500 張國楨 500   

四、 入會費  

(109.01.01~109.11.15) 

徐光志 250 戴冠儒 500 胡筱翎 250 謝穎慧 250 

吳紀瑩 500 鍾巧鈺 250 方家齊 250 林雅淇 500 

沈采妮 250 楊書妤 250 黃浩禎 250 羅沛明 250 

郭晉伶 250 黃鈺樺 250 陳俊宏 500 陳依依 500 

陳思妤 250 賴宗志 500 呂翊宏 250 廖靜儀 250 

張紫熏 250 賴郁銘 250 蔡惟光 250 尤群耀 250 

張瑋珊 500 李宗庭 250 翁楀軒 250 王逸洋 250 

李冠維 250 黃湘庭 250 蔡采芬 250 張佑安 250 

葉高緯 250 楊淳麟 250 陳勝愷 250   

洪晨瑜 500 林易陞 250     

五、50 週年系慶捐款收入（含暫收款） 

(109.01.01~109.11.15) 

蔡豪雄 6,500 許俊傑 13,000 吳紀瑩 6,500  

陳德永 6,500  劉文良 19,500  郭祐誠 6,500  

呂憲文 6,500  侯廷傑 26,500 秦國軒 6,500  

胡士文 6,500 蔡國圳 6,500 柯耀哲 10,000 

周淑芬 6,500 陳月曉 6,500 張國楨 1,000 

陳英智 6,500 朱敏如 26,500 高田宗 50,000 

林昭猛 6,500 薛能仁 19,500 林雅淇 3,000 

游家麟 13,000 許家欽 19,500 張雅嵐 3,000 

黃永錄 6,500 胡逸斌 6,500 林芷嫻 2,500 

史光華 16,500 許金能 13,000  新月圖書 100,000 



陳清勳 6,500 柯耀哲 6,500 韓淵文 10,000 

許士庠 6,500 林志成 6,500 蔡豐隆 60,000 

余震甫 6,500  李文榆 13,000 孫志偉 13,000 

李文傳 13,000 周立根 6,500 施清火 10,000 

蕭娜娜 13,000  廖淑杏 6,500 張倍芬 6,500  

蘇國全 6,500 潘晴玉 6,500 鄭啟文 6,500 

李豫文 13,000 林仁鏗 6,500 陳金發 6,500  

吳乃武 6,500 蔡明修 6,500 鍾碩晉 6,500  

劉湧昌 19,000 王冠閔 6,500 蘇明元 6,500 

游文昌 6,500  羅國倫 6,500  林展昭 6,500 

徐繼達 6,500  江振瑋 6,500   

微恩美學

診所 
10,000 

逢甲大學

校友總會 
5,000 

陳俊吉 

林標 
6,500  

林呈昱 

楊世熙 
6,500 

吳天祐 

(暫收) 
100,000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收支報表 

109.01.01~109.11.15 

108.12.31 獎學金結餘  $185,911 

【收入】   

系友捐款附註 1 
107,000  

定存利息 286  

存簿利息 13  

收入合計  107,299 

合計  29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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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 40,000  

楊崇能先生勤學獎學金 16,000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 16,000  

支出合計  100,000 

【結  餘】  $193,210 

【附註】 

1. 捐款明細：游家麟 32,000、朱士家 18,000、楊崇能 32,000、林志成 5,000、薛能

仁 20,000。 

2. 「朱賢文先生獎學金」結餘$3,000。 

3. 「楊崇能先生勤學獎學金」結餘$16,000。 

4. 「游振來先生紀念獎學金」結餘$16,000。 

5. 逢甲經濟人協會獎學金專戶基金$158,210（含定期存款$100,000）。 

 

 

製表：洪美惠 109.11.15 

 

 

 

 



附件二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類

別 
項       目 執    行    方    法 完成期間 經費預算 備考 

會 

 

務 

一、大會、理

監事暨職員

聯席會議 

每年召開會員大會 

每季理監事會議 

110.12 100,000  

二、參訪會員

事業團體 

搭配就業學程辦理 110.12 200,000  

三、會員聯誼

活動 

友會聯誼 110.12 30,000  

業 

 

務 

一、設置獎助

學金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在校成績

優良學生,每學期頒發 1次 

110.12 200,000  

二、辦理產經

系列演講

會 

配合理監事會議或逄甲大學

經濟學系辦理 

110.12 50,000  

三、協辦產業

就業學程 

配合逢甲大學經濟學系課程

安排 

110.12 150,000  

四、學術或系

友交流活

動 

配合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學術

活動或經濟學會交流活動辦

理或贊助 

110.12 33,000  

總 

 

務 

一、本會網站

之維護 

活動內容公告,系友來函回

覆等. 

經常業務 1,250  

二、本會會員

資料增修

及會員連

絡 

 經常業務 2,000  

三、資產維修

及運作 

 經常業務 2,000  

會 

計 

一、年度預算

編訂及審

計 

 110.12 5,000  

二、入會費、

年費之收

繳 

含各項活動自負費用之收繳

等 

經常業務 2,000  

其 

他 

一、年度工作

計畫之研

訂 

 110.12 1,000  

 

 



附件三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科               目 

上年度預

算數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預算比較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1   本會經費收入 587,000 631,250 44,250   

 1  入會費 25,000 25,000   預估 50人每

人 500元 

 2  常年會費 50,000 50,000   預估 100 人

每人 500 元 

 3  永久年費、理監事及會

員、系友捐款 

472,000 556,250  84,250  

2   本會經費支出 587,000 631,250 44,250   

 1  人事費 5,000 5,000    

  1 兼職人員獎金 5,000 5,000   會計師年終 

 2  辦公費 27,000 26,250  750  

  1 文具及印刷費 15,000 15,000    

  2 網域註冊費 2,000 1,250  750 每年註冊費 

  3 差旅費及運費 5,000 5,000    

  4 郵電費 5,000 5,000  0 現大部分已

網路寄送 

 3  業務費 515,000 560,000 45,000   

  1 演講費 100,000 150,000 50,000   

  2 活動費 200,000 200,000   理監事會議

及年度大會 

  3 業務推廣費 10,000 5,000  5,000  

  4 會員連絡及資料更新 5,000 5,000    

  5 社會服務-獎助學金 200,000 200,000    

 4  提撥基金 40,000 40,000   依規定按預算收

入總額 5%以上

20%以下作為提

撥基金 

3   本 期 餘 絀 0 0 0 0  

備  註：各項支出支之「會計科目」請參閱工作手冊編製。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8條規定「業務費」及「辦公

費」支出不得少於總支出之 40％. 

 



附件四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九屆理事候選人名單 

編號 區別 候選人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1 北區 林廷憲 向創股份有限公司資訊部經理 

2 北區 蔡國圳 中華民國企管菁英協會監事 

海峽兩岸知名培訓顧問/講師 

3 北區 朱士家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區部總監 

4 北區 史光華 思齊貿易公司董事長 

5 北區 林仁鏗 國泰世華銀行經理 

6 北區 許士庠 全國農業金庫審查部經理退休 

7 北區 王雅希 群益證券南京分公司業務經理 

8 北區 蔡志翔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襄理、證券分析師 

9 北區 陳俊宏 板信商業銀行桃鶯分行經理 

10 中區 吳晴惠 千家企業有限公司經理 

11 中區 侯廷傑 明元投資總經理 

12 中區 林志成 富邦人壽行銷經理 

13 中區 陳月曉 金融機構退休 

14 中區 江振瑋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處長 

15 中區 徐繼達 逢甲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16 中區 賴淑珍 草嶺山合苑庭園咖啡負責人 

17 中區 柯耀哲 昌億瓦斯公司董事長  

18 中區 魏彰志 傳動經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9 中區 蔡明修 昕颺碳中和有限公司總經理 

20 南區 許家欽 碩洋國際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 

21 南區 蔡豪雄 土地銀行區域中心研究員退休 

22 南區 劉文良 千鶴商行負責人 

23 南區 林尚君 小星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24 南區 顏令凱 銀端貸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九屆監事候選人名單 

編號 區別 候選人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1 北區 周淑芬 台灣中小企銀建成分行副理 

2 北區 曾傳恩 政維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3 中區 林昭猛 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退休 

4 中區 蔡幸珠 中區國稅局科長退休 

5 中區 李文榆 台中私立獻文英文數學短期補習班負責人 

6 中區 洪晨瑜 信義房屋台中復興店經理 

7 南區 陳清勳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郵局退休 

8 南區 周立根 元大銀行債權管理部專業副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