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屆第六次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民國 108年 2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4時 30分至 5時 30分 

地    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7人，出席 4人，請假 3人。 

常務監事：陳薇淑、蕭濂溪 2人。 

    監事：許明峰、陳律謀 2人。 

請假人員： 

    監事：劉文齡、莊順和、林勇義 3人。 

列席人員：隋俊魁、薛淑娟 

 

主席：陳薇淑常務監事                                   記錄：隋俊魁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 

(一) 107年度財務收支報告 

(二) 107年度非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 

(三) 108年度 1月財務收支報告 

(四) 基金提撥報告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07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 107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經本次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理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再送會員大會承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本會 107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第 5頁)。 

(三) 本會 107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手冊第 6頁)。 

(四) 本會 107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三(手冊第 7頁)。 

(五) 本會 107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四(手冊第 8頁)。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科        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說明 

壹、經費收入 3,727,681   

一 會費收入 236,800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會費等 

二 活動收入 141,100  本會統籌自辦活動參加費收入 

三 補助款收入 600,000  政府補助款 

四 贊助款收入 450,000  機關行號或個人補助辦理活動 

五 捐款收入 573,559   

六 利息收入 5,210   

七 專款收入 1,252,900  各代表隊專款 

八 暫收款收入 111,956   

貳、經費支出  3,135,069  

一 人事費  157,490     

1 薪資  152,330 
秘書長、副秘書長每月車馬費及兼

職人員薪資 

2 保險補助費  0  

3 職工福利  5,160  

二 辦公費  316,850     

1 文具書報  33,262      文具用品、電腦耗材等 

2 印刷費  17,545      印刷、印製費用 

3 郵電費  26,200      電信費、網路、郵寄費等 

4 差旅費  27,674       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差旅費 

5 場地清潔費  118,166 辦公室場地清潔費等 

6 修繕維修費  11,633 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維修費 

7 雜項支出  9,370 雜項費用 

8 勞務費  73,000 會計師費用 

三 業務費  2,473,493      

1 會議費  24,902       理監事、會員大會、各委員會議支出 

2 活動支出  632,038       各項集訓、研討、推廣等活動 

3 補助款支出  536,169     政府補助款支出 

4 專款支出  1,230,278  

5 公關費  50,106  

四 繳納年費  23,648     繳納世界橋協年費、亞太橋協年費 

五 設備購置費  141,150       辦公設備、電腦等 

六 其他支出  15,438        

七 稅金支出  7,000  

八 提撥基金              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叁、金額小計 3,727,681 3,135,069   

肆、本期餘絀  592,612   

理事長：                 副秘書長：                        製表： 

附件一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591,729 本期支出 3,135,069 

本期收入 3,727,681 本期結存 1,184,341 

合計 4,319,410 合計 4,319,410 

 

 

 
理事長：                 副秘書長：                        製表： 

 

 

 

 

 

 

  

附件二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07年度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31日 
 

資產 負債暨餘絀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流動資產 1,184,341 流動負債 435,160 

零用金 72 應付款項 0 

台企活存 729,795 其他流動負債 435,160 

台企定存 400,000   

台企綜存 54,474 基金 454,474 

  資產基金  

  提撥基金 454,474 

    

  累計餘絀 294,707 

  上期餘絀 -297,905 

  本期餘絀 592,162 

    

合計 1,184,341 合計 1,184,341 

 

 
理事長：                 副秘書長：                        製表： 
  

附件三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基金收支表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會務發展基金 454,474 會務發展基金  

歷年累存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0   

本年度提撥 454,474 合計 454,474 

 

 

 
理事長：                 副秘書長：                        製表：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