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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曾理事長及各位理監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之積極推動下，本

會102年度舉辦之主要活動如下：

一、�工研院院友會「北中南會務交流暨竹

苗經典休閒旅遊(102.1.5-6)

五、「參訪永進機械、台中精機、精密機

械研究中心、塑膠工業發展中心」

觀摩交流活動(102.04.19)

三、「鰲鼓半島、東石潟湖及朴子溪生

態」走春活動(102.3.24)

二、中部分會籌備處春酒晚宴(102.3.13)

六、�2013「科技人藝文風華」活動花絮

（102.5.5）

四、�院友會南部地區會員新春餐敘晚宴

(102.3.25)

▲ 北中南會務團隊合影

▲ 台中精機參訪觀摩及聆聽解說

▲ 院友於鰲鼓溼地合影

▲ 中部分會籌備處春酒晚宴合影

▲南部地區院友會員新春餐敘晚宴合照

▲ 2013科技人藝文風華-李錫奇畫家(右四)與院友
合照 

1 0 2 年度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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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先啟後� 典範傳承」院友論壇

（102.5.6）

十一、「院友會暨快樂隊高爾夫球聯誼」

(102.6.15)

九、中部經建參訪活動(102.5.22)

八、「鼓勵工研人及院友會員從事社會公

益活動方案」(102.5.20)

十二、院友會產業參訪活動（102.6.19）

十、「公益單車海天逍遙遊」關懷活動

(102.6.2)

▲ 「承先啟後 典範傳承」院友論壇合影

▲ 高爾夫球敘合照 

▲ 院友會員於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 小海馬第六屆水上運動會（新竹市智障協會）

▲ 院友會員於鞋寶工廠合影

▲ 「公益單車海天逍遙遊」關懷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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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院友會捐贈工研院大型公共藝術

品–「轉動未來之環」揭幕儀式

（102.7.5）

十五、�2 0 1 3卓越中堅企業高峰論壇－

中 小 企 業 邁 向 隱 形 冠 軍 之 路�

(102.07.09)

十四、�工研院40週年院慶院友回娘家活動

（102.7.5）

十六、「科技人身心健康講座-低碳、健

康、蔬食養生觀」(102.7.24)

▲ 院友會貴賓切蛋糕祝工研院生日快樂
▲ 「轉動未來之環」公共藝術品揭幕

▲ 郭育祥醫師演講實況▲ 鼎談會貴賓合影

十七、「彰化二水自然生態及歷史人文』

體驗活動(102.8.10)

十八、「竹東軟橋彩繪村、北埔荷塘、

南 埔 農 村 」 戶 外 攝 影 活 動

（102.8.25）

▲ 院友會員於二水獼猴生態園區合影 ▲徐煥相榮譽理事長帶領會員於軟橋彩繪村合影

4 會員大會手冊



週年慶暨第 次會員大會週年慶暨第 次會員大會1111 1212

（二十三）與IC之音（FM97.5）合作，收集工研院同仁及院友溫馨小故事，製作新聞專題

【台灣奇蹟思想起－工研院的小故事（單元十一）】共15集，協助提昇工研院及

院友會形象，促進工研院與社區交流

（二十四）以e-mail提供工研院舉辦之技術或產業研討會訊息，給會員參考

（二十五）招募院友加入本會

（二十六）召開理監事會議及12月7日舉辦成立十一週年慶暨第十二次會員大會

十九、宜蘭產業參訪(102.9.12) 二十、�工研院院友會「科技菁英經營管理

講座」�(102.10.3)

▲ 院友會員於宜蘭餅發明館合影 ▲ 羅達賢秘書長致贈獎牌感謝陳繼仁董事長(右4)

二十一、�工研院40週年運動會暨園遊會活動

（102.10.26）

二十二、���南部分會「科技菁英經營管

理講座」-臺鹽公司轉型歷程

(102.11.21)

▲ 工研院40週年運動會院友隊合影 ▲ 臺鹽公司劉中行總經理蒞臨南分院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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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本會101年度之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現金

出納表、財產目錄等決算報表，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會101年決算報表已由正風會計師事務所徐素琴會計師辦理稅務簽

證，免納所得稅。決算報表包括收支決算表（收入3,179,469元，

支出3,141,564元，結餘37,905元）；資產負債表（資產7,567,236

元，流動負債20,000元，基金暨餘絀7,547,236元）；基金收支表

（歷年累存3,187,149元、利息收入24,669元；本期節存3,211,818

元）；現金出納表（上期結存7,484,662元，現金收入3,224,138

元，現金支出3,141,564元，本期結存7,567,236元）；財產目錄

（目前並無固定資產，故未編製），詳如附件一。

2.本案業經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依據本會章程第29條規

定，提請審議。

提案二：本會103年度工作計劃，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會103年度預定舉辦年度大會及選舉第五屆理監事等共十四項工作

計劃，詳如附件二。

2.本案業經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依據本會章程第29條規

定，提請審議。

提案三：本會103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會編列103年度預算包括：收入3,500,000元，支出2,600,000元，

提撥基金450,000元，餘絀450,000元，詳如附件三。

2.本案業經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依據本會章程第29條規

定，提請審議。

提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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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擬修改章程，增列工研院院士為本會榮譽永久會員，提請審議

說��明：

1.工研院為表彰在科技上對於產業發展與增進人民生活福祉有傑出貢

獻之個人，特設置「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工研院院士的遴選嚴

謹，並請總統親自授證，其地位相當崇高，包含張忠謀、施振榮、

胡定華、鄭崇華、施崇棠、林書鴻、蔡明介、李秉傑、林百里、盧

志遠、陳興時、林本堅等人，每年並舉辦院士會議提供建言。建議

製頒本會榮譽永久會員證給工研院院士，並邀請張忠謀及施振榮等

12位加入本會為榮譽永久會員，提請審議。

2.擬修正本會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一）項內容為：

「個人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曾任職工研院之正式員工及顧問；曾任

及現任工研院董事長及院長為當然會員；另工研院院士當選人為榮

譽永久會員。」

（原條文：「個人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曾任職工研院之正式員工及

顧問；曾任及現任工研院董事長及院長者為當然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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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1)

理事長：���������秘書長：���������會計：��������製表：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決　　算　　金　　額�

總��收��入  3,179,469 
入會費收入�  138,000 

常年會費收入�  728,000 

捐款收入�  2,252,000 

其他收入�  61,469 

總��支��出  3,141,564 
人事費�  120,000 

辦公費�  552,750 

�-文具書報雜誌費�  5,121 

�-印刷費�  147,470 

�-旅運費�  38,608 

�-郵電費�  189,628 

�-公共關係費�  88,640 

�-其他辦公費�  53,283 

�-查核費�  30,000 

業務費�  2,468,814 

�-會議費�  100,990 

�-聯誼活動費�  1,900,756 

�-會刊訊編印費�  201,847 

�-社會服務費�  154,386 

�-其他業務費�  110,835 

本期結餘� 3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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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流動資產 4,355,418 流動負債 20,000 
庫存現金 22,439 預收款項 20,000 
銀行存款 4,332,979 
－土銀活存 537,943 
－郵局活存 24,992 
－郵局劃撥帳戶 770,044 
－土銀定存 3,000,000 

銀行存款-基金 3,211,818 基金暨餘絀 7,547,236�

�土銀基金 711,818 基金 3,211,818 
�土銀基金定存 2,500,000 累計餘絀 4,297,513 

本期餘絀 37,905 
合�����計 7,567,236 合�����計 7,567,236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歷年累存  3,187,149 本期結存  3,211,818 
�利息收入  24,669 

合�����計  3,211,818 合�����計  3,211,818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一之2)

(附件一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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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

財產�

編號

會計�

科目

財產�

名稱

購置�

日期
單位 數量 原值

折舊

（本年）

折舊

（累計）
現值

存放�

地點
說明

本會目前並無固定資產，故未編製財產目錄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7,484,662 本�期�支�出 3,141,564 
庫存現金 2,515 帳列支出 3,141,564 
銀行存款 4,294,998 
銀行存款-基金 3,187,149 

本�期�收�入 3,224,138 本�期�結�存 7,567,236 
帳列收入 3,179,469 庫存現金 22,439 
加：基金利息 24,669 銀行存款 4,332,979 
加：期初應收款項 20,000 銀行存款-基金 3,211,818 

合�����計 10,708,800 合�����計 10,708,80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一之4)

(附件一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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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辦成立十二週年慶暨第十三次會員大會

二、辦理第五屆理監事選舉

三、召開理監事會議

四、強化中部分會籌備處

五、連結上海院友聯誼會

六、舉辦踏青交流活動、參加工研院院慶、園遊會暨運動會活動

七、舉辦社區關懷公益活動

八、協助工研院舉辦相關研討會

九、邀請院友參加工研院技術研發及產業發展研討會活動

十、辦理邀請各領域具成功實務經驗院友回院演講

十一、舉辦院友會員產業及經建參訪活動

十二、出版「工研院院友會會刊」

十三、加強吸收中部及南部會員

十四、舉辦北中南院友交流活動及配合工研院南分院共同籌辦系列大型

活動。

(附件二)

工研院院友會 1 0 3年度工作計劃 ( 1 0 3 . 1 . 1 ~ 1 2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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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收���入�  3,500,000 

入會費�  150,000 
常年會費�  595,000 
�-一般個人會員� 95,000 
�-永久個人會員� 500,000 
贊助收入�  2,700,000 
研討會收入  5,000 
其它收入�  50,000 

�支���出� 2,600,000
�人事費�  170,000 
�辦公費�  660,000 
�-文具書報雜誌�  30,000 
�-印刷費�  150,000 
�-旅運費�  80,000 
�-郵電費�  200,000 
�-公共關係費�  90,000 
�-簽證費�  30,000 
�-其他辦公費�  80,000 
�業務費�  1,740,000 
�-會議費�  130,000 
�-聯誼活動費�  990,000 
�-會刊訊編印費�  420,000 
�-社會服務費�  100,000 
�-其他業務費�  100,000 
�購置費�  30,000 
�提撥前結餘� 900,000 
�提撥基金� 450,000 

�本期結餘� 450,000 

理事長：���������秘書長：���������會計：��������製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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