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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年度國立臺北大學經濟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 
暨 聯 合 同 學 會 會 議 議 程 

開會日期：九十九年六月十九日（星期六） 
          上午十時四十分報到，十一時整開始 

開會地點：台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 B1 
          （台北市政府宴會廳）元福樓 

會議主席：林理事長聖忠 先生 

會議議程：                  司儀：吳宜華 學姐 

 

時間 名稱 內容 備註 

10:40~11:00 

(20 分鐘) 
報到 寒暄敘舊 

 

 

 

11:00~11:05 

（5 分鐘） 
主席致詞   林理事長聖忠宣布大會開始 

 

 

11:05~11:10 

(5 分鐘) 
系主任致詞   經濟系系主任劉曦敏教授致詞  

11:10～12:30 

(80 分鐘) 
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 

【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及升值對中國大陸

總體經濟的影響】 

主持人：林聖忠理事長 

  主講人：李勝彥學長  

          (11:10~11:50) 

  與談人：林奇芬學姐 

          (11:50~12:10) 

  Q&A： 

          (12:10~12:30) 

 

用餐開始 

 

12:30~12:40 

(10 分鐘) 

 年度會務 

 與財務報告 
  年度會務與財務報告  

12:40~12:50 

(10 分鐘) 

頒發獎助學金

傑出系友頒獎

  頒發學長捐款感謝狀、林國明獎學金及 

  系友會清寒獎助學金、傑出系友表揚。 
 

12:50~14:30 

(100 分鐘) 

聯誼活動 

(含餘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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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席致詞： 
 

林理事長聖忠宣布大會開始。 

 

二、 系主任致詞： 
 

經濟學系系主任劉曦敏教授致詞。 

 

三、 介紹貴賓： 
 

侯校長崇文博士 

 

四、 年度會務與財務報告： 
     
(一) 會務報告 
 

經濟學系系友會 98-99 年度大事記 

日 期 事       項 

98.07.12. 經濟學系系友會第十五屆理監事改選，以及財團法人台北大學

經濟學術教育基金會第八屆董事改選結果出爐。 

98.08.19. 提出與亞洲研究中心之合作方案，擬於理監事會議中進行討論。

98.09.29. 本系第九屆傑出校友結果出爐，恭賀周建富學長、蔡茂昌學長、

路孔明學長、林奇芬學姐獲此殊榮。 

98.10.15. 召開本系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理監事會議暨基金會第八屆第二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系友會之工作方案、預算案以及與亞洲研

究中心合作案；並通過林憲銘學長請辭基金會董事長乙案，改

選李昭考學長新任本基金會第八屆董事長。 

為表揚林錫埼學長任內貢獻殊偉，本系友會特頒銀盾乙座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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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意。 

98.11.13. 提出計畫春節期間參訪經濟部所屬北部地區的單位一日遊之活

動方案，並籌畫舉辦聯合同學會於九十九年六月間舉辦。 

99.01.18. 召開本系友會第十五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暨基金會第八屆第三

次董事會會議，推舉九十八年度傑出系友遴選，並開始著手籌

備春節期間參訪經濟部所屬北部地區的單位一日遊。 

99.01.22. 本系九十八年度傑出系友結果出爐，恭賀王連常福學長、林  筠

學姐、李昭考學長、沈楨林學長、劉湘澤學長、詹智貴學長、

葉茂泰學長、張根騰學長、黃世洽學長、武炳炎學長、沈蓓妮

學姐獲此殊榮。 

99.03.06. 舉辦台北大學經濟系系友會九十九年新春北海岸一日遊，感謝

林聖忠理事長大力贊助，得以讓系友們一探員山仔疏洪道之內

部景觀及參觀核能二廠北展館。本日活動圓滿完成，感謝各系

友們熱情參與！ 

99.04.13. 召開本系友會第十五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暨基金會第八屆第四

次董事會會議，籌劃九十九年度會員大會暨聯合同學會，並著

手準備第十屆傑出校友薦選名單。 

99.06.19. 於台北市政府宴會廳首度大規模舉辦系友大會暨聯合同學會，

並邀請李勝彥學長蒞臨專題演講。 

 

重點說明： 
 

(1)  

系友會第十五屆理監事名單(共三十一位)： 

理事長：林聖忠學長 

副理事長：陳仁博學長 

常務理事：李昭考學長、林憲銘學長、楊鴻銘學長、王清司學長、 

          黃博怡學長 

理事：魏國棟學長、陳瑞隆學長、謝銀河學長、楊青峯學長、陳欽賢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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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秀容學姐、梁謙和學長、吳宜華學姐、李文源學長、葉茂泰學長、 

     何俊明學長、吳 儀學長、黃惠玲學姐、路孔明學長、張水江學長、 

     李君偉學長、侯美惠學姐。 

常務監事：張五益學長 

監事：吳永猛學長、李勝彥學長、張文聰學長、詹智貴學長、賴孚權學長、 

   孫緒學學長。 

 

   基金會第八屆董事名單(共十三位)： 

董事長：李昭考學長 

董事：陳仁博學長、丁桐源學長、王清司學長、梁發進學長、王義郎學長、 

    謝銀河學長、詹智貴學長、梁謙和學長、林錫埼學長、劉曦敏學姐、 

   楊鴻銘學長、林憲銘學長。 

(2) 母校（國立臺北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九屆）傑出校友遴選，前

經侯校長崇文召開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決議通過：本會系友周建富

學長榮獲傑出校友學術成就獎、蔡茂昌學長榮獲傑出校友公共服務

獎、路孔明學長榮獲傑出校友企業經營獎、林奇芬學姐榮獲傑出校

友公共服務獎、，業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一月一日母校校慶日表

揚。 

 

(3) 本會於九十九年三月六日舉辦「台北大學經濟系系友會九十九年新

春北海岸一日遊」活動，已圓滿達成，詳細紀錄及照片請見系友會

網站。 

 

(二) 財務報告： 

    截至民國九十九年五月三十日止，基金會之定存金額 3,370,031 元，   

     活存金額 6,710 元，合計 3,376,741 元整。余家銘留學貸款應收帳款 

     256,000 元整，以上總計為 3,632,741 元整。(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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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題演講： 
 

敦請前中國輸出入銀行理事主席 李勝彥學長演講。 

演講題目： 

【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及升值對中國大陸總體經濟的影響】 

 
六、 頒發獎助學金： 

依據林國明先生獎學金辦法暨系友會清寒助學金辦法審查結果，得獎

名單如下： 

(1)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林國明獎學金得獎名單： 

賴宜廷、賴宜君、張明傑、朱建安、邱佩珊、吳佳倫、賴啟明、

張漢伯、夏嘉雨、林稟善。 

(2)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系友會清寒獎助學金獲選名單： 

高薏涵、王大弘、曾資琇、陳勁維、張簡珮吟、李直、林守涼。 

 
七、 傑出系友頒獎 
       

   九十八年度傑出系友名單： 

   王連常福學長、林  筠學姐、李昭考學長、沈楨林學長、劉湘澤學長、 

   詹智貴學長、葉茂泰學長、張根騰學長、黃世洽學長、武炳炎學長、 

   沈蓓妮學姐。 

 

八、 聯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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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大學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經 濟 學 系 系 友 會
財 產 明 細 表

最後一次登載日期：99 年 5 月 30 日

名稱 金額〈NT〉 存款銀行 到期日 備註 

定期存單 150,000 中國信託 101 年 11 月 24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1,109,901 中國信託 99 年 07 月 30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319,739 臺灣銀行 99 年 12 月 13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209,503 國泰世華銀行 99 年 12 月 12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380,888 國泰世華銀行 99 年 12 月 12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600,000 合作金庫 99 年 11 月 12 日 基金會 

定期存單 600,000 合作金庫 100 年 05 月 12 日 基金會 

小 計 3,370,031

活期儲蓄 6,095 中國信託  基金會 

活期儲蓄 575 合作金庫  基金會 

劃撥帳戶 40 郵局  基金會 

小 計 6,710

合 計 3,376,741 

應收帳款 256,000   余家銘留學貸款 

小 計 256,000

總 計 3,632,741

附件一，共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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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大學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九十八年度 

損益表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至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元

      

收入   1,883,626

 (1)捐款收入   1,873,800

 上半年(1/1~7/12) 1,428,800  

 下半年(7/12~12/31) 445,000  

     

 (2)利息收入   9,826

 定存單利息 4,584  

 合作金庫 4,312  

 中國信託 870  

 郵政劃撥 60  

     

     

支出    1,461,076

 (1)萬元拼經濟支出   889,565

  上半年 470,500  

  下半年 419,065  

     

 (2)業務費用(零用金)   571,511

  薪資費用(秘書人事費) 143,500  

  郵電費 25,018  

  會議費 65,810  

  文具印刷 2,479  

        公共關係費 13,695  

  聯誼活動費 312,800  

  購置費 5,899  

  業務推展費 1,000  

  雜費支出 1,224  

  所得稅 86  

     

     

年度結餘   4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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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大學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九十九年度第一季 

損益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一月一日至九十九年三月三十一日 

單位：元

      

收入          231,721 

 (1)捐款收入            227,000 

  

  

  

 (2)利息收入              4,721 

 定存單利息              4,721 

 合作金庫 -

 中國信託 -

 郵政劃撥 -

  

  

支出           168,928 

 (1)萬元拼經濟支出             67,640 

     贊助校友會活動             30,000 

  

  

 (2)業務費用(零用金)             71,288 

  薪資費用(秘書人事費)             39,500 

  郵電費              4,088 

  會議費             19,316 

  文具印刷                601 

    公共關係費                   -

  聯誼活動費              7,000 

  購置費                   -

  業務推展費                   -

  雜費支出                175 

  所得稅  -

    補助系友會活動支出                638 

  

  

年度結餘                   6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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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大學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 

九十八年度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台幣：元 

資產   負債 0

 現金 140,999    

   零用金 5,708    

     活儲 15,231    

   郵政劃撥 120,060    

 銀行定期存款 3,370,031    

 應收借款 256,000    

      

      

      

   淨值  

       登記基金 300,000

       過去年度結餘 3,044,480

       本年度結餘 422,550

            98 年 1 月 1日~7 月 11 日 677,458

            98 年 7 月 12 日~12 月 31 日 -254,908

      

      

      

        

資產總計 3,767,030 負債與淨值總計 3,76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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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大學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 

九十九年度第一季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三十一日 新台幣：元 

資產   負債 0

 現金 203,792    

   零用金                 940    

     活儲 102,812    

   郵政劃撥 100,040    

 銀行定期存款 3,370,031    

 應收借款 256,000    

      

      

      

   淨值  

       登記基金 300,000

       過去年度結餘 3,467,030

       本年度結餘       62,793 

      

      

      

      

      

        

資產總計 3,829,823 負債與淨值總計 3,829,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