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一、時  間：106年 3月 25日 

二、地  點：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 E204教室 

三、出席人員： 

應出席人數 80人，實際出席 54 人（含委託 9 人），請假 26 人 

四、列席人員：無 

五、主  席：趙理事長文崇    記錄：黃碗婷 

六、主席致詞：（略） 

七、來賓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105 年度工作報告，請參見附件一。 

（二）105 年度收支決算表，請參見附件二。 

（三）105 年度現金出納帳，請參見附件三。 

（四）105 年度資產負債表，請參見附件四。 

（五）105 年度財產目錄，請參見附件五。 

（六）105 年度基金收支表，請參見附件六。 

（七）106 年度工作計畫，請參見附件七。 

（八）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參見附件八。 

（九）第五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請參見附件九。 

九、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 105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基金收支表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第四屆理監事 

說明：上開工作報告業經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在案，提請討論。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 106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第四屆理監事 



說明：上開工作報告業經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在案，提請討論。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選舉事項：    

監票：黃碗婷    發票：李宜學   唱票：卓曉園    記票人員：王立志 

（一）理事當選人：詹士宜、楊淑蘭、曾世杰、林素貞、李俊仁、呂偉白、宣崇慧、 

方金雅、林彥同、胡永崇、陳淑麗、卓曉園、孟瑛如、王立志、黃秋霞 

（二）候補理事：張萬烽、李宜學、陳新豐 

        （不得超過當選理事的三分之一） 

（三）監事當選人：王瓊珠、趙文崇、洪儷瑜、周台傑、邱上真 

        （不得超過理事人數的三分之一） 

（四）候補監事：林月仙 

        （不得超過當選監事的三分之一） 

十二、散會 



附件一  

台灣學障學會 105 年工作報告 

時間：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工作內容 

一月 籌備 2016 年年會（徵稿，開放網路註冊）與會員大會各項事宜 

二月 籌備第十二屆年會 

三月 於埔里基督教醫院辦理第十二屆年會（主題：數學障礙） 

四月 整理報稅資料，會員大會與理監事會議記錄 

五月 完成報稅 

六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十三期（執編：呂偉白老師） 

七月 籌備暑假 POP 會議 

八月 8/25台東 POP活動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2016 年年會主題與時間，新專書編輯進

度報告等事宜。 

九月 維護網頁 

十月 整理會員資料 

十一月 擬定徵稿訊息 

十二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十四期（執編：呂偉白老師） 

籌備 2017 年年會與會員大會各項事宜 

 



附件二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105年度 收支決算表 

105年 1 月 1日至 105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 

科  目 本年度 

決算 

本年度 

預算 

本年度決算與  

本年度預算比較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 差異 

1     經費收入  119,370 188,000  -68,630  

  1   入會費  2,000 3,000 -1,000   

  2   常年會費  41,000 68,000 -27,000   

  3   活動收入 18,800 11,000 7,800 3/19學術研討會 

  4   捐款收入 2,400 10,000 -7,600 詹士宜老師 

  5   利息收入 661 500 161 合庫 628 元，郵局 33元 

  6   版稅收入 54,483 30,000 24,483 心理出版社 105/1/25, 7/25 

  7   刊物收入 0 5,500 -5,500  

      其他收入 26 60,000 -59,974 聯行存票(退稅 26) 

2     經費支出  39,078 115,000 -75,922   

  1   人事費  10,000 35,000 -25,000 助理工資 

  2   業務費 29,078 151,000 -121,922   

    1 差旅費 2,049 
20,000 

-17,951 
8/29POP助理交通、2/15,2/16 年

會籌備交通 

    2 餐費 5,754 10,000 -4,246 
3/19 午餐點心 ,8/29POP 水果

100,4/16 便當 

  3 活動費 2,600 8,000 -5,400 8/29POP講師住宿 

    4 演講費 6,400 5,000 1,400 3/19童寶娟、蔡荏靖、詹士宜 

  5 稿費 0 100,000 -100,000  

    6 雜支 12,275 8,000 4,275 
3/19印製手冊 12000,郵局手續費

80,POP影印 85,1/18郵寄資料 

  3   準備基金  0 2,000 0   

      本期餘絀 80,292 0     

理事長：     秘書長：     監事長：      製表：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 月 31日止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379,578   本期支出 39,078   

本期收入 119,370   本期結存   459,870   

合計 498,948   合計 498,948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 計：   出 納：    製 表： 

說明：      

1.本表為一團體在會計年度內現金（包括銀行存款）收支之表報。 

2.本表須經製表、出納、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件三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第 1 頁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流動資產       餘  絀     

庫存現金  28,113   累計餘絀 379,578   

銀行存款   373,771   本期餘絀 80,292     

郵局劃撥帳戶 57,986         

合計  540,881   合計 459,870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 

說明：         

1.本表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之科目根據本辦法所訂之資產、負債、基金暨絀類科目編列。 

2.本表須經製表、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件四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財產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單位 數量 原值 
折舊 

淨值 
存放 

說明 
年月日 本年數 累計數 地點 

101-1 設備費 LENOVO筆記型電腦+滑鼠 101.05.23 台 1 23,179 0 0 23,179 辦公室   

101-2 設備費 會計高手百年版 101.05.30 套 1 1,790 0 0 1,790 助理處   

101-3 設備費 外接式硬碟 101.09.05 台 1 2,899 0 0 2,899 辦公室   

合計         27,868 0 0 27,868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 計：        保 管：        製 表：         

            

說明：            

1.本目錄根據財產登記簿，按本辦法所訂固定資產之科目編造。 

2.本表須經製表、保管、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件五 



8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第 1頁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2,355  支付退職金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661  支付退休金 0 

 本年度提撥       

        

    結餘 3,016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說明： 

1.動支基金應註明理事會通過之屆次。ex：支付○○○秘書退職金經第○屆第○次理事會通過 

2.各基金收支結存應與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相關科目金額一致。 

3.本表須經製表、出納、會計、秘書長、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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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 
 

時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工作內容 

一月  籌備第十三屆年會 

二月  籌備第十三屆年會 

三月  第十三屆年會暨會員大會（3/25 於臺南大學舉行） 

 理監事改選 

四月  整理報稅資料，會員大會與理監事會議記錄 

五月  完成報稅 

 更新會員資料與繳費狀況 

六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十五期（執編：呂偉白老師） 

七月  維護網頁 

八月  籌備暑假 POP 會議 

九月  辦理 POP 會議暨理監事會議 

 討論 2018 年第十四屆年會主題與時間 

十月  整理會員資料 

十一月  籌備第十四屆年會 

十二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十六期（執編：呂偉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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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106年度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款 項 目 名稱 預算 說明 

1     經費收入  192,600  

  1   入會費  15,000  

  2   常年會費  80,000  

  3   活動收入 32,000  

  4   捐款收入 5,000  

  5   利息收入 600  

  6   版稅收入 60,000  

  7   刊物收入 0  

      其他收入 0  

2     經費支出  192,600  

  1   人事費  35,000  

  2   業務費 157,600  

    1 差旅費 10,000  

    2 餐費 6,000  

  3 活動費 5,600  

    4 演講費 8,000  

  5 稿費 120,000  

    6 雜支 8,000  

3   本期結餘 0  

理事長：    秘書長：    監事長：     會 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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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第五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1 邱上真 21 林素貞 41 王曉嵐 61 周以蕙 

2 王瓊珠 22 陳淑麗 42 黃柏華 62 陳曉依 

3 李俊仁 23 黃玉枝 43 吳怡慧 63 張萬烽 

4 洪儷瑜 24 黃秋霞 44 寧李宇芳 64 陳凱玫 

5 趙文崇 25 羅湘敏 45 孔淑萱 65 蔡荏靖 

6 楊淑蘭 26 蘇宜芬 46 陳欣進 66 廖苡均 

7 方金雅 27 陳秀芬 47 王淑惠 67 簡馨瑩 

8 周台傑 28 連文宏 48 劉載興 68 王瑋璘 

9 孟瑛如 29 莊惠珺 49 李佳穎 69 林雍津 

10 胡永崇 30 陳慶順 50 陳茹玲 70 陳亭吟 

11 曾世杰 31 單延愷 51 李宜學 71 黃美慧 

12 曹峰銘 32 黃碗婷 52 陳雅嬿 72 張詩朋 

13 童寶娟 33 張顯達 53 吳郁芬 73 胡菁琴 

14 許天威 34 鍾素香 54 王立志 74 賴怡萍 

15 陳心怡 35 陳怡伶 55 陳新豐 75 蕭凱仁 

16 陳美芳 36 黃純敏 56 呂偉白 76 翁仕明 

17 詹士宜 37 林彥同 57 宣崇慧 77 王淯恩 

18 劉惠美 38 張淑娟 58 卓曉園 78 翁伯寧 

19 王秋鈴 39 方貴代 59 王宣惠 79 陳寶玉 

20 林月仙 40 張毓仁 60 黃淑苓 80 許嘉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