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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IMC宗旨、使命、願景、核心價值 

 

【IMC 願景】 

成為首選的優質國際工商社團。 

【IMC 宗旨/使命】 

1. 增進工商界人士之友誼，建立互助合作之精神。 

2. 研究與進修工商經營管理上之各項問題。 

3. 培養健全人格與領導才能，推展社會福利事業。 

4. 培養工商界領導人才，增進研發創新能力，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 

5. 塑造幸福家庭楷模，建造祥和美滿社會。 
 

【核心價值】 

以關懷、學習、誠信、尊重、盡責、奉獻為本社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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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Arthur Seymour Sullivan 

貳、 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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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四屆第一次社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議程 
一、 日期：民國 104年 7月 16日(星期四) 

二、 時間：16:30報到 , 17:00會議開始,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奏廳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號】 

三、 主席：潘東豫  司儀：陳基曜      記錄：陳淑芬 

四、 出席：所有社員 

五、 列席：新竹縣政府指派人員、所有受邀貴賓 

六、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 65 人(暫定)，實到    人 

七、 17:00主席宣佈大會議程開始並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八、 唱社歌第 1、2節。 

九、 介紹來賓。 

十、 主席致詞。 

十一、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十二、 來賓致詞。 

十三、 報告事項：103年 10月至 104年 6月工作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十四、 討論提案： 

(一) 案由一：103年 10月至 104年 6月經費收支決算表討論案【請    

參閱附件二】。 

(二) 案由二：104年 10月至 105年 9月工作計劃討論案【請參閱附 

            件三】。 

(三) 案由三：104年 10月至 105年 9月經費預計收支表討論案【請 

            參閱附件四】。 

（四） 案由四：新竹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社務紮根推動計畫【請參閱 

                附件五】 

十五、 第四屆理監事選舉。 

十六、 宣佈當選名單暨介紹理監事團隊。 

十七、 臨時動議。 

十八、 自由發言。 

十九、 唱社歌第 3節。 

二十、 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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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第三屆工作報告 

一、秘書處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理監事聯席會 
103/9/18(四) 

21: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幹部訓練 103/11/13(四)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理監事幹部訓練 

理監事聯席會 
103/11/27(四) 

18:00-19:0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 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3/12/18(四) 

15:30-17: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 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1/15(四) 

15:30-17: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2/28(六) 

15:00-17:00 

居典傢飾布品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一街 213號) 
 第三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3/19(四) 

15:30-17: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縣

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4/16(四) 

15:30-17: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縣

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5/21(四) 

15:30-17: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縣

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第三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6/11(四) 

19:00-21:00 

有時家具(新竹市新竹縣竹北市成功

六街 231號) 
第三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聯席會 
104/7/2(四) 

19:00-21:00 

香草河畔(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勝利

七街一段 222號) 
 第三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 

 

二、例會節目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第 3屆年會暨第

2、3屆社長交接

典禮 

103/10/5(日) 

14：00~20：3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1. 新舊社長交接、新社入社  

宣誓、敘獎 

2.專題演講：               

講師-許明財 市長 

講題-談城市管理 

講師-施孝榮 

講題-音樂與人生 

3.IMC之夜暨慶生聯誼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3/12/18(四)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2樓(新竹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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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18：00~21：00 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2.專題演講： 

  講師-楊國珍  茶二指故事     

       館館長 

講題-二指斷指不斷志 觀 

     光文創遊茶園 

3. 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4/01/15(四) 

18:00-21:00 

      饌巴黎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 6路東一段

181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眭澔平 先生 

講題：環遊世界與身心 

      靈成長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4/03/19（四）

18:00-21:00 

饌巴黎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1. 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李永謨 

講題：生命的障礙與生 

命的再生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4/04/16（四）

18:00-21:00 

饌巴黎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陳永安 前理事長 

講題：領導風範與軟實力 

3.社務報告 

月例會 
104/5/21(四) 

18:00-21:0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黃德成 董事長 

講題：無中生有，美夢成真           

       ---漫談領導，變革，創新完   

          成不可能的夢---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4/6/25(四) 

18:00-21:00 

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

段 181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Doron Hemo (韓得榮)   

      處長 

講題：談以色列的經貿環境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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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月例會 
104/7/16(四) 

18:00-21:00 

新竹縣文化局演奏廳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李家同 教授 

   講題-人類面臨的重大問 

題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月例會 
104/8/20(四) 

    18:00-21:00 

新竹縣文化局演奏廳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號) 

1.報到、聯誼、用餐、慶生 

 2.專題演講： 

   講師-李濤 先生 

   講題-幸福一念間－我看   

        見真正美麗的台灣 

3.社務報告 

4.理事：曹孟淳 

 

三、工商觀摩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第 3屆第 1次工

商觀摩 
103/12/12(五) 台北、桃園 

工商參訪(雄崎股份有限公

司、嘉彰股份有限公司、宏亞

巧克力共和國) 

理事：林懷亮 

第 3屆第 2次工

商觀摩 
 104/03/27（五） 台中 

工商參訪（恭勤化學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亞克科技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順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理事：林懷亮 

 

四、全國總務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第 42屆 

全國年會 

103/11/1-2(六、日) 

11：10報到 

12：10~23:00 

基隆市文化中心演藝廳 

1.開幕典禮 

2.專題演講： 

講師- 謝志堅 先生 

講題- 國際企業如何掌握趨

勢，開創新局。 

3.大會晚宴 

4.理事：賴重佑。 

 

 

聯合會第二十一

屆第二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104/1/3(六) 

14：30-20:00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48 號 12

樓) 

聯合會第二十一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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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台北社年會 104/01/10(六) 
中油公司國光會議廳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參加台北社第五十五屆年

會。 

理事：賴重佑 

台中 50周年慶 104/04/10（五） 

全國大飯店/ 

B1國際廳 

（台中市館前路 57號） 

參與台中社 

50周年慶祝會 

理事：賴重佑 

彰化社交接 104/04/11（六） 

全國麗園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花南路

33號） 

參加彰化社 

第 27、28屆社長交接 

理事：賴重佑 

桃園社交接 104/05/01(五) 
富城閣宴會莊園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46號) 

參加桃園社第 4、5屆社長交接

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理事：賴重佑 

聯合會第 21屆

第三次理監事

會議 

104/05/09(六) 

西湖渡假村-松園會館地下一樓

會議室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溪湖 11號) 

聯合會第 21屆第三次理監

事會議 

全國訓練營 
104/05/30-31 

(六、日)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參加 IMC第 34期全國訓練營 

主題：人文.科技.衝突.和諧 

理事：賴重佑 

台中社年會 104/06/26(五) 
全國大飯店 

（台中市館前路 57號） 

參加台中社第 50、51屆社長交

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理事：賴重佑 

聯合會第二次智

庫會議 

104/07/04(六) 

15:00-20:00 

華味香餐廳(台南市新營區長榮

路二段 1020號) 

聯合會第二次智庫會議 

 

 

五、聯合資訊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資訊研習 
    104/03/12(四) 

    19:00~21:00 

豐邑京站國際商務中心 5樓 

(竹北市復興一街 251號 5樓) 

講師: 陳誼峰 

講題: O2O黃金方程式 - 利 

      用 FACEBOOK + LINE 打 

      造你的虛實整合策略 

理事：王昭元 

 

 

 

 

 

六、經營研究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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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一次經

營研究論壇 

104/02/26(四) 

18:30 報到， 

19:00~21:00 

 

豐邑京站國際商務中心 5樓 

(竹北市復興一街 251號 5樓) 

講師: 劉偉中先生 (華宇企管顧

問桃竹苗區副總外商控股公司產業分析

部副總)   

講題：2015年全球趨勢，投

資決策分析 

理事：彭肇財 

 

第三屆第二次經

營研究論壇 

104/05/07 

18:30 報到，

19:00-21:00 

豐邑京站國際商務中心 5樓 

(竹北市復興一街 251號 5樓) 

講師：陳麗華 小姐 

 講題：主動出擊、真心款待     

      視才適所、食全食美 

理事：彭肇財 

 

七、親善康樂委員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第三屆輔導社

長-陳潤洋公司

開幕、喬遷之喜 

104/03/08(日) 

10:00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 111號 喬遷之喜，送上花籃祝賀 

拜訪社友 104/5/28(四) 

11:0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 8號 拜訪新社友(王棟用、黃唯洲) 

理事：陳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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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GOLF聯誼會月例賽 

 

九、登山聯誼會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登玉山 103/11/4-6(二-四) 玉山 登玉山，增進社友情誼 

新竹 IMC登山

會踏青活動 
104/01/04(日) 新竹青青草原 新年登山親子聯誼活動 

九芎湖新春團拜 104/02/28（六） 九芎湖 新春團拜聯誼 

台中新社、古堡

春季一日遊 
104/03/28（六） 新社、東豐綠色隧道 騎腳踏車、聯誼、踏青 

新竹十八尖山 104/06/28(日) 新竹十八尖山 踏青、社友聯誼 

 

日期 球場 時間 備註  

103/11/07 (五) 長庚球場 
10:30報到 

11:00開球 
第一次季賽 

333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大埔 23-4

號 

103/12/05 (五) 美麗華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244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路 9號 

104/01/09 (五) 全國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358 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 1 鄰 1-1

號 

104/02/06 (五) CCK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436 台中市豐原區陽東清泉崗高爾

夫球場 

104/03/06 (五) 南峰球場 
10:30報到 

11:00開球 
第二次季賽 540 南投市鳳山路 336-1號 

104/04/10 (五) 豐原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因為恰逢台中 50 周

年慶，改在台中舉

行。 

420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 23

號 

104/04/17(五) 
台北高爾夫球

場 

9:30 報到，

10：30開球 
 

桃園縣蘆竹鄉坑子村赤塗崎 34 之

1號 

104/05/08 (五) 老爺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306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一鄰赤柯

山 1號 

104/06/05 (五) 八里球場 
11:00報到 

11:30開球 
 244 新北市林口區寶斗厝坑 91號 

104/07/03 (五) 老林口球場 
10:30報到 

11:00開球 
第三次季賽 

244新北市林口區湖北村後湖 5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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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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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年度工作計劃 

民國 104年 10月至 105年 9月 

 

類

別 
項目   工作內容 辦理月份 

會 
 
 
 

務 

一、對內各種會

議之舉行 

1.召開社員代表大會 

2.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3.舉辦年會、社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 

7 月 

1 至 12 月 

10 月 

二、對外參加各

種會議及活

動 

1.參加台北友社之年會慶典。 

2.參加彰化友社之年會慶典及吳主席盃高爾夫球賽。 

3.參加桃園友社年會慶典及聯合會全國訓練營。 

4.參加台中友社之年會慶典。 

5.參加聯合會創新論壇發表會 

6.參加高雄友社之年會慶典。 

7.參加苗栗友社之年會慶典 

8.參加雲林、南投友社年會之慶典。 

9.參加聯合會全國年會，每年十一月第一週之週六、週日。 

10.參加基隆、台南市、南瀛、嘉義等四個友社年會慶典。 

1 月 

4 月 

5 月 

6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1 月 

12 月 

三、文宣編輯 

1.編輯年會交接特刊。 

2.編輯月刊。 

3.建立ＩＭＣ網站及提供各項資訊。 

4.清查社友資料及社員動態登記。 

5.社友名錄製作、整理、分發。(聯合會) 

8 月 

計 10 次 

不定期 

每季 

6 月底 

活 
 
 
 

動 

一、月例會 
1.月例會活動。 

2.舉辦司儀培訓。 

計 10 次 

11 月 

二、經營研究 
1.舉辦社友開講、研討各行各業經營之學習活動。 

  (每季舉辦一次) 

3、5、8、11 

月，計 4 次 

三、工商觀摩 1.舉辦參觀工廠觀摩學習活動。 
1、4、8 

月，計 3 次 

四、創新創業 1.舉辦創新創業學習活動。（每半年舉辦一次）、創新聯合會 擇期 

五、資訊研習 1.舉辦資訊研習學習活動。 6 月 

六、聯誼活動 

1.舉辦小組聯誼活動。 

2.新春團拜、中秋節聯歡晚會。 

3.父母親節聯誼活動 

4.春季郊遊、秋季郊遊。 

5.拜訪社友：理監事團隊不定期拜訪社友。 

不定期 

節日前後 

擇  期 

不定期 

財 
 
 

務 

一、編訂經費收
支預算表及
決算表 

一、編擬下屆經費收支預算表。 

二、編報本屆各月份經費收支決算表。 

7 月 

1 至 12 月 
二、收繳入社費

及常年會費 收繳入社費及常年會費等。 不定期 

三、經費支出 按預算支出科目發放或撥付各項費用。 
每月製作 

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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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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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社務收支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本社為社務永續發展暨社務收支等作業有依據可遵循，特制定本辦法以供遵守。 

第二章社務預算編製作業 

第二條：預算編製應秉持量入為出、專款專用及收支平衡之原則，另次級團體活動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社

務補助為象徵性。 

第三條：預算編製內容應包括收支項目、明細收入及費用項目、編製基礎及預算金額等欄位﹔收支項目依社

務組織系統表逐項編製。 

第四條：即將接任之社長召集理監事(含秘書處幹部)籌備會議，參酌以前各屆社務實際收支情形並考量未來

一年社員拓展預測、廣告費收入、各委員會未來工作計劃等，予以完成「社務收支預算表」(附件一)

之編製作業。 

第五條：經理監事(含秘書處幹部)籌備會議決議之「社務收支預算表」(附件一)，需提交社員大會決議通過

並呈送縣市政府社會處。 

第六條：理監事聯席會議應針對預算收入及預算支出之執行率予以檢討，並作適當之因應措施。 

第三章社務收入作業 

第七條：本社之社務收入來源如下： 

1.入社費：社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5,000元。 

2.常年會費：新台幣 12,000 元，年度中入社者，年社費之繳納則依月份比例計算之。社友辦理保留

社籍者，則繳納新台幣 3,000元(即常年會費之四分之一)。 

3.樂捐/活動收入：舉凡社友對社務各項活動之贊助款及講師之樂捐收入等，但不包括宴客之款項。 

4.廣告費收入：係月刊廣告收入。以封底新台幣 30,000元(當屆社長)、封面裡新台幣 25,000 元(第

一副社長)、封底裡新台幣 20,000 元(第二副社長)、其餘 A4 頁次之廣告一面新台幣 10,000 元、

其餘 A4頁次之廣告半版新台幣 5,000元為原則。 

5.來賓餐費收入：舉凡尚未入社之來賓參加本社月例會活動並用餐者，收取餐費至少新台幣 300元(當

屆社長得視餐費實際成本等狀況，提請理監事會酌予調整)。 

6.利息收入：係本社資金存放於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所產生之利息收入。 

若收取上述 1~5 項之收入時，秘書處應開立一式三聯之「收據」(附件二)，並於收據中勾選正確之

收入類別，同時將第二聯：繳款人收執聯(紅)予繳納者，嚴禁開立虛假之贊助或樂捐收據供他人逃

漏稅。 

收取上述 1~5項之收入(含現金及票據)，應於三日內送存往來銀行。 

第八條：秘書處應積極向社友收取常年會費，儘可能於三個月內收齊，至遲不應拖欠超過 6 個月，逾 6 個月

時，秘書處應郵寄正式之社費催繳通知予社友。 

第九條：若有講師將演講費樂捐予本社時，收支不得直接互抵。 

第十條：秘書應檢附各項收入收據之第三聯：會計聯(綠)並據以編製「現金收入傳票」(附件三)呈核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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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常務監事及社長。 

第四章 社務支出作業 

第十一條：秘書處聘雇秘書協助社務工作所發放之薪資、支付社友參加友社活動之交通補助款等，應請領款

人於「現金支出傳票」(附件四)及補助名冊中簽名。 

第十二條：禮聘講師演講及辦理研討會所支付之講師鐘點費，應請講師於「講師費支出單據」(附件五)中填

寫相關基本資料。依「所得稅法」第 4條 23款之規定：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

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免納所得稅，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 

第十三條：秘書薪資及講師鐘點費等，應於次年度一月底前辦理年度各類所得申報作業，開立各類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 

第十四條：次團成立當年度由社務補助新台幣 5,000元，以後年度則不予以補助之。 

第十五條：購置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5,000 元者，應帳列「固定資產」科目項下，固定資產正常使用年

度期間，不需提列折舊，於不堪使用並應予以報廢時，應提交待報廢清冊經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

過後，予以正式除帳(借：歷屆累積盈餘，貸：固定資產)。 

第十六條：購置財產金額未超過新台幣 5,000 元者，得直接予以費用化入帳。購置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1,000元者，及重要之受贈財產均應列入「財產清冊」(附件六)予以保管並納入財物移交。 

第十七條：遇社友有婚喪喜慶時，請依「婚喪喜慶標準」(附件七)辦理並動支。 

第十八條：本社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代表參加友社年會，其交通安排、交通補助暨誤餐與住宿之辦理方式，

請依「參加友社年會交通安排及交通補助暨誤餐與住宿規則」(附件八)辦理並動支，若有特殊情

形或需彈性調整者，由當屆社長裁定。 

第十九條：本社參加聯合會全國年會、訓練營之活動，其共乘交通費、保險費及誤餐費，得由社務經費負擔。 

第二十條：聯合會依本社呈報之社友人數而換算要求本社推派社友參與聯合會理監事會議，本社依每位理事

與監事應認捐金額而支付予聯合會之費用，由社務經費負擔。 

第廿一條：本社社友擔任聯合會理監事及下轄委員會之幹部，參加例行與非例行之會議，其交通費、住宿及

誤餐等費用，基於付出與學習之精神，由社友自行負擔為原則。 

第廿二條：本社因應聯合會全國年會特刊之廣告費分攤金額，得開放予全體社友刊登廣告於全國年會特刊，

若無人有意願刊登廣告時，則由當屆社長、第一副社長、第二副社長等順序刊登廣告，惟支付予

全國年會主辦社之廣告費用由實際刊登廣告者自行負擔。 

第廿三條：關於本社辦理年會暨社長與理監事幹部交接典禮，其相關費用之規範如下： 

費 用 內 容 負 擔 者 

卸任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社友全勤獎及

特殊貢獻奬之敘獎(含現金、獎盃等) 
由卸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上任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之當選證書及

木框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場地費、佈置費(含花籃、盆栽、桌花、

桌牌、帆布等)、錄影費、製作 DVD、音

響、胸花、慶生蛋糕、講師費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交接特刊之裝訂/排版/印刷、年度彩色廣

告頁之印刷、理監事及幹部之名片、邀請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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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餐費(母社 2 桌+其他各友社 1 桌+來賓 1

桌+接任者親朋 1桌+本社社友桌數，每桌

新台幣 5,000元以內，及果汁、酒)與點

心茶水費 

左述費用內容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

務經費負擔，其餘應由上任者(接任者)

個人自行負擔 

外聘表演節目費用及表演者之餐費 

上任者個人致贈卸任者禮品 
由上任者(接任者)個人自行負擔 

致贈參加年會之本社社友、貴賓及友社代

表之伴手禮(含領帶及絲巾等) 

由當屆社長、第一副社長及第二副社長

等幹部及有意願之社友贊助，不得由當

屆社務經費支付 

第廿四條：各項支出之付款流程，應由承辦單位填寫「請款單」(附件九)，並檢附書寫本社全名(新竹縣國際

工商經營研究社)及統一編號(37827622)之二聯式或三聯式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

業人收據等，經初審、複審及決審後，交付財務長統一於月底前完成付款(匯款或提領現金支付)，

秘書依據付款內容編製「現金支出傳票」(附件四)呈請審核及核准，並於支出憑證上蓋上「付訖」

章。 

第廿五條：基於秘書處零星或例行性支出之必要性，財務長得交付定額零用金予秘書，秘書於每月底呈核零

用金撥補暨支用明細表予財務長審核並據以撥補零用金。 

第廿六條：各項收支應即時入帳，秘書依「現金收入傳票」(附件三)、「現金支出傳票」(附件四)及「轉帳傳

票」(附件十)(不影響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或減少之交易)等三種記帳憑證，據以編製「社務會計

收支月報表」(附件十一)及「資產負債表」(附件十二)，呈核財務長、常務監事及社長核准後，

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第廿七條：本社得依社務收支實際需要，於往來銀行開立支票存款帳戶而使用支票支付各項社務支出。支票

應於左上角劃平行線及於右下方註記「禁止背書轉讓」，以維支票使用之安全性。 

第廿八條：銀行款項之提領及支票之印鑑樣式應包括社團公章、財務長章及社長章。社團公章及財務長章由

財務長保管，社長章由社長自行保管。取款條及支票得由秘書或財務長開立，經審核用印後，由

財務長至銀行辦理提領及匯款作業，支票則予往來廠商及受款人親自簽收或郵寄往來廠商及受款

人。 

第五章財物交接作業 

第廿九條：秘書處應於新舊任社長辦理交接典禮後之 15 日內編製「財物移交清冊」(附件十三)一式七份(新

舊任社長、新舊任常務監事、新舊任財務長、秘書處各留一份)，會同至社館辦理財物移交作業，

交接內容應至少包括： 

1.財產清冊(含權鍊、印信及議事鐘)。 

2.當屆社務會計收支月報表。 

3.當屆資產負債表。 

4.當屆傳票及其檢附之請款單及憑證。 

5.當屆存摺、定存單、對帳單、支票。 

6.零用金、庫存現金。 

7.社團印鑑章。 

8.當屆理監事會議資料、歷屆入社申請書及歷屆電子檔案。 

9.歷屆社團所屬之重要財物。 

新舊任社長、新舊任常務監事、新舊任財務長應於「財物移交清冊」(附件十三)上簽名以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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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之完成與確認無誤。 

第卅十條：於辦理財物移交作業前，秘書處應填具一式三聯之「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附件十四)

並檢附縣市政府社會處之社長當選核准函影本、負責人(扣繳義務人)國民身分證影本等資料，向

所轄國稅局申請變更負責人(扣繳義務人)。於辦理財物移交作業後，由接任之社長及財務長親自

向往來銀行辦理印鑑變更事宜，正式啟用新印鑑。 

第六章社務發展基金及準備金作業 

第卅一條：各屆社長之當屆總支出以不超過當屆總收入為原則，於超過時，應由當屆社長認捐補足。因特殊

情況(如承辦聯合會之吳主席高爾夫球賽、訓練營及全國年會等活動)需動用以前年度歷屆累積結

餘款時，則需經理監事聯席會提案，提交社員大會通過(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席社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動支。 

第卅二條：以前年度歷屆累積結餘款，應由活期存款轉存為定期存款。該定期存款應改帳列「社務發展基金-

定期存款」(資產類科目)，而歷屆累積結餘款應改帳列為「社務發展準備金」(長期負債類科目)。 

第七章附則 

第卅三條：本管理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提交社員大會通過(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

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實施。 

第卅四條：本管理辦法日後如有發現未盡之事宜，須增加、修改及刪除之必要時，由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

通過後，提交社員大會通過(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

實施。 

第卅五條：本管理辦法民國 104 年 03月 19日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於民國 104年 7

月 16日提交社員大會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