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名稱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2022

第一次理事會議

日期 03/26/2022星期四 時間 中部時間，下午1:30 - 5:00

主持人 丁偉倫 地點 僑教中心102教室 & Microsoft Teams

出席人員

丁偉倫 (會長) 李秉謙 (副會長) 洪紹喜 (財務) 陳偉民 (秘書，

線上)

戴珮青 (理事)

張雅美 (理事) 陳治綱 (理事) 林宣文 (理事，線

上)

辜千慈 (顧問) 蘇柏斌 (顧問) 江慶華 (顧問) 吳而立 (顧問) 潘敏 (顧問)

周玲瑩 (顧問) 熊耐柏 (顧問) 劉志忠 (顧問) 邱怡璋 (顧問，線

上)

劉俊彥 (來賓) 羅茜莉 (來賓) 李尉溱 (來賓) 周韋君 (來賓&候

選理事)

陳彥玲 (紐約來賓)

會議議程

1. 會長交接儀式(補)以及

感謝狀頒發

A.歡迎僑教中心 陳奕芳 主任致詞

重點節錄：

a.4月中僑教中心要開放到100人,提供僑民更完善的社交場合

b.僑民們 (綠卡/準綠卡) 可以向僑教中心主任申請活動經費及抽獎獎品

c.僑教中心要改造圖書館

B.陳亦芳主任頒發感謝狀給現任Allen和前任會長Amy,以及NTUAAH交接紀

念盃。主任同時勉勵Allen多學習同為A開頭的Amy的服務精神。

C.Amy頒發感謝狀給2021年顧問及理事團隊，做為感謝，去年擔任副會長

的Allen答應欠校友們一首歌的表演。



2. 第一次理事會議紀錄確

認 - 投票表決

A. 3/3會議記錄，並由偉民搭配投影片口述介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d2_O0nBOf9sAhn4UK7Gjvck7JsdqqZ

5/view?usp=sharing

B. 投票結果：

全票通過

3. 理事、顧問自我介紹 理事自我介紹：

丁偉倫 (會長)： 2014在UH開始念化工系博士班。目前在台塑進行節能減

碳的項目。在UH就讀博士班時期，創立了UH桌球隊。現在有推動休士頓羽

球社的發展。期許接下來能夠在校友會及台灣人圈推行Pickleball。

李秉謙 (副會長)：B93機械系，後來在UCSD就讀電機系的碩士。目前在

AOI工作，工作與晶圓製造及製程設備有關。興趣為健身，目前還在開發

其他興趣。專長是唱歌，也積極籌備卡拉OK社以招募年中表演人選。

洪紹喜 (財務)：目前就讀於MD Anderson博士班三年級，同時擔任MD

Anderson台灣人同學會會長。興趣為羽球及跑馬拉松。

陳偉民 (秘書)：B99生科系，目前為UTSW 博士後研究，興趣為嚕貓。

陳治綱 (理事)：台大化工系，於2014來到UH就讀化工系碩士(Allen大學

同班同學)，興趣是煮菜。

林宣文 (理事)：B97財經系畢業，R03經濟系碩士，目前於UH就讀經濟系

博士。目前擔任UH台灣人同學會會長，興趣是打棒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d2_O0nBOf9sAhn4UK7Gjvck7JsdqqZ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d2_O0nBOf9sAhn4UK7Gjvck7JsdqqZ5/view?usp=sharing


3. 理事、顧問自我介紹

戴珮青 (理事):於1991年農藝系畢業，1992年來到Galveston讀博士班。

於2001年舉家搬到休士頓。因為女兒到僑教中心做FASCA志工，開始接觸

到了台大校友會。目前擔任FASCA青年志工的導師，以及負責JCCAA獎學金

的項目。

張雅美 (理事):來到美國後，進入UT Austin就讀新聞系，後來與先生搬

家到El paso，並且擔任過中文老師。喜歡音樂、煮飯、及旅遊。現職負

責公司的Finance & HR的工作。

顧問自我介紹：

辜千慈 (顧問):植物系系友，優點與經歷族繁不及備載。卸任後的主要興

趣是當各方面的媒人。很自傲去年德州各校的台灣人校友會會長都是台大

校友。

蘇柏斌 (顧問):來美國後就讀UT Austin，因為工作搬來休士頓。可惜的

是來休士頓前十年沒有認識超過五個台灣人，因此在2015-16年加入台大

校友會時，舉手自願擔任理事(近十年唯一舉手自願之創舉)。早期興趣是

打高爾夫球，目前為釣魚(歡迎挑戰並提供獎金)。財務資本運作方面為專

長(度過2016 17年能源危機)，更在五年時間從coordinator升遷為Vice

president，是年輕校友們可學習之楷模。

邱怡璋 (顧問):今年理事雅美的先生，B77土木系畢業，於1995年至UT念

博士。畢業後於UT El paso及University of Arizona就任教授，直至去

年退休了。因10年前設立新創公司，公司規模擴大後，去年將公司搬來休

士頓壯大公司。興趣是打桌球，專長為工作連續25年每天六小時(教授精

神)。



江慶華 (顧問):擔任Rice物理系教授20年，並為台灣同學會指導教授。希

望可以多支持學生念博士班,希望校友會能夠籌備幫助台灣學生申請美國

博士班的諮詢活動。

吳而立 (顧問):1976物理系畢業，在台大就讀時是台大國術社社長。目前

經營印刷公司，年刊皆為而立前會長協助印製。去年也舉辦了50週年武術

講座，獲得廣大迴響。

潘敏Grace (顧問):2011年被劉修齊拉進來做理事。台大化學系畢業，來

美國繼續攻讀化學博士，做了很久的化學工作，直到15年以前決定不幹化

學了，退休了。現在的興趣是家庭財務管理 (教大家財務管理 幫助大家

財務自由)、推動Pickleball、Toastmaster club、社區服務。目前更服

務於光研社，幫助低收入戶、有特殊照護需要的、以及沒有健康保險並需

要醫療救護的小孩。

周玲瑩 (顧問):B65台大校友，2018才比較開始參加台大校友會活動。

1980年於UH就讀Geophysics，後加入Texico，並已退休。專長為Energy &

IT相關。目前最大嗜好為撸孫子 (兩個了)。

劉志忠 (顧問):1992年森林系工業組(砍樹仔：40分鐘砍人家種了40年的

樹)。於1998年加入台大校友會。越奇怪的興趣越喜歡。目前擔任北美台

大校友聯合會會長。



陳彥玲 (紐約來賓): 1980級公衞系，1984級公衛研畢業。老公是精神科

丘彥南醫師。從小，陳彥玲學姊的爸爸教育他:“你一輩子端的碗多的是

外面的碗,所以你要服務別人”。有三個小孩，很重視教育。帶過27個台

灣人用台灣的名字參加(煮飯?)世界大賽 (曼哈頓)。2.5億覆蓋人口的線

上軟體的老闆想找他，接下講課的工作。希望來把大家的故事帶到媒體

上。興趣也是當媒人 。

李尉溱 (去年理事):A&M 公衛系博士，就學期間曾擔任台灣人學生會會

長。Amy大學國術社社友。於UTMB工作時辦過很多會議，專長為辦活動。

也因為媽媽是國文老師，十分擅長文書作業。興趣是旅遊、攝影、嚕貓。

並勉勵台大校友會可以專注在服務校友，對於政治活動要有高敏感度，切

勿使校友會再度陷入選邊站的局面。

羅茜莉 (去年顧問):1977年數學系。休士頓的僑社義工活動參與很多，同

時開啟中秋晚會校友會頭洗下去的傳統。也在大專校聯會推動mentor

mentee活動。

周韋君 (候選理事):B97國企系，畢業後因為第一份工作為商業顧問，並

接觸到了軟體業，後來在台灣與朋友成立軟體公司。2018年來到休士頓精

進軟體技能，目前做較為前端INTERFACE的設計工作。喜歡畫畫、唱歌。

在台大曾擔任美術社社長。



4. 新任會長Allen報告：

繞過逆境、迎向成功

投影片見：
https://docs.google.com/
presentation/d/1wYwPZvQJ
2mLJbWGRObCvLZNOPCjQ3F87
VrQILlzT4RA/edit?usp=sha
ring

A. 感謝新上任理事以及顧問 (禮物)

Allen頒發禮物給大家

B. 今年團隊目標以及運作衷心

1. 今年著重在傳承 (從而立會長到Amy，再到Allen),推廣雲端服務加強

資料整合。

2. 將團隊分成五大項:

活動, 宣傳&網管, 財務&庶務, 美宣, 公關

從擔當責任到讓理事產生榮譽與驕傲，讓大家能夠做中學，各方面精進自

己。

C. 提議/投票韋君加入理事團隊 協助網管和美宣事務

投票：全票通過

5. 副會長報告 副會長致詞

加入台大校友會第三年，希望今年能夠盡力而為。建立更有組織化，增進

效率的台大校友會理事群，不要讓理事們感到沒有回報，期許所有理事都

有學到東西並感到自我的成長。預祝今年有比去年更好的成果以及一切順

利。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wYwPZvQJ2mLJbWGRObCvLZNOPCjQ3F87VrQILlzT4R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wYwPZvQJ2mLJbWGRObCvLZNOPCjQ3F87VrQILlzT4R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wYwPZvQJ2mLJbWGRObCvLZNOPCjQ3F87VrQILlzT4R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wYwPZvQJ2mLJbWGRObCvLZNOPCjQ3F87VrQILlzT4R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wYwPZvQJ2mLJbWGRObCvLZNOPCjQ3F87VrQILlzT4RA/edit?usp=sharing


6. 財務報告 A. Amy報告去年度財務 (輸出PDF版本財務報表連結)

B. 紹喜三月財務概敘

下一次開會時，紹喜會做額外總結

#感謝周玲瑩學姊及劉志忠學長幫忙籌款

7. 公布理事團隊例行工作

分配表

(小組長自我說明負責的工

作 + 組員補充)

Allen：有多少時間做多少事情

Michael說做甚麼都沒問題

A. 偉民: 報告Google Calendar and 活動更新流程

Amy:MailChimp很容易進垃圾桶，可以把人釣出來另外寄信提醒

雅美:貼教學，有個tips可以把mailchimp address加到contact list

另外用Gmail重新寄同個List，提醒大家

B. 宣文: 報告社交軟體企劃

C. 治綱: 報告NTUAAH網站更新事項

D. 秉謙: 報告實體+線上理事會/活動數位配備調查

E. 紹喜: 紹喜/韋君: 美宣小組報告

F. 珮青: 公關組組長

校友拜訪/接待/溝通

校友會外資源資訊分享- FASCA

校友會常客計畫: 過年節時，感謝過去幾年贊助的校友。 Ex: 端午節寄

送卡片。建立好關係，不要老是只跟他們要錢

G. 雅美: 公關組副組長 (拉攏Amy回來幫忙?)

每月通訊

MailChimp功能非常強大

小組別 target功能

#Tag功能

8. 年度活動協調 A. 整年schedule有確定沒空得時間 [共用google calendar]

B. 中秋 以及 年會的時間先確定

C. 實體活動建議? 野餐? 聚會? 送舊?

D. Toast Master 是否今年可以舉辦?

E. CCC (華啟梅執行長)合辦麻將比賽

F. CCC (Lynn)合辦Pickle Ball體驗營

職涯發展 & 諮詢信箱 - 列入安排

5/14 台灣夜市邀請我們去出才藝表演

6/4 SETS

7 CARE愛心園遊會攤位

9 中秋大會



9. 四月活動 四月九日科普演講 - 電動車及其科技現況及未來展望(暫定)

10AM 講者一、謝依芸 (空氣汙染、健康、電池材料)

台大化工 土木系合聘教授

11AM 講者二、張敏君，台大EMBA 哈佛HBS (電動車充電系統雲端整合)

1PM 講者三、尹明潭  Thomas Yin (特斯拉的技術)

活動策畫: 陳偉民、李秉謙、辜千慈、丁偉倫

主持人: 邱怡璋、陳治綱

10. 治綱說明JCCAA理事會

議的會議紀錄及心得

治綱作為NTUAAH的一個傳達窗口

Mentorship program final in May

幹部補選 (Amy Allen 珮青都是幹部) （3/31）

2022會員大會及獎學金典禮 （6/25）

端午龍舟活動（TBD）

他們最近剛剛搬遷了新網站 (https://www.jccaa.org/)

還會有架網站教學

11. 臨時動議 Amy及雅美提醒MailChimp進垃圾桶的問題，需要找人幫忙

Miso提醒Budget分配到各組的方案，幾分之幾之類的

Miso希望理事們能夠統一出名片，後面放上募款帳號

補充道網站跟FB上

好像可以跟Amazon談優惠碼 (Amazon Smile)

以過去的帳務去評估我們今年各活動的花費

Paul劉提說 不要怕花錢，要評估重要性。把需求提出來，就可以募到款

聯合會會幫忙籌錢

能不能開放諮詢信箱

請江慶華教授做一個科技組龍門千里馬的學生接頭

表決事項

1. 3/3 會議記錄

2. 韋君加入理事團隊

全票通過

全票通過

待辦事項及理事顧問建議

1. 希望校友會能夠籌備幫助台灣學生申請美國博士班的諮詢活動 by 江

慶華顧問

2. 誠徵年中唱歌表演人選 by Michael

3. 煮菜活動 by Frederick

https://www.jccaa.org/


4. 邀請各個前輩們分享過往經驗，幫助年輕人越過逆境 (每個月30分鐘

talk) by Allen

5.紹喜三月財務概敘

下一次開會時，紹喜會做Q2報告

6.台灣夜市邀請我們去出才藝表演by Allen

7. 職涯發展 & 諮詢信箱 - 列入安排

8. 年度budget by Allen

9. 4/22NTUAAH已成功註冊在Fidelity Charitable，可以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ETF) receive grands. 這樣捐款主就可以直接從IRS撥

錢到我們帳戶(through Fidelity)，可以簡易的節稅。(詳細情Lynn解釋)

我們的Reference Number: W832401-19APR22

Fidelity Charitable ETF Info Apr. 2022.pdf

測試沒問題後，我們可以把資料放在網站、月刊、以及公告中。

10. 添購Meeting Owl Pro有兩個預算案:

(1) 直接購買，主要用去年盈餘和今年紀念品販賣的收入。校友會不用累

積太多現金。8票

(2) 列預算，一半由活動盈餘一半為專款募捐。不會花太多心力，有機會

順便即可。年末不夠時再一次性募款打平。2票

詳細內容，包括新加上的市場產品比較請見: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HqqTnspipy3HZjpXKjOuAIsG

Q-uVOnJj7_-VRV_-NMQ/edit#slide=id.p

11. 管中閔校長 休士頓募款餐會

台灣大學管中閔校長將訪問休士頓並將於六月十一日(星期六)以「台大百

年願景」在休士頓舉行募款餐會。籌備會於當日會安排歡迎及募款晚會

(地點、餐費及細節會再另行公布)。請各位校友將此日期和時段保留下來

，並踴躍支持台大百年願景，也歡迎參加與管中閔校長互動。

下次會議時間 五月底 (周間)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51hZWcvjIjPXy023_Tu_Z_uIqYN95Z/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HqqTnspipy3HZjpXKjOuAIsGQ-uVOnJj7_-VRV_-NMQ/edit#slide=id.p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HqqTnspipy3HZjpXKjOuAIsGQ-uVOnJj7_-VRV_-NMQ/edit#slide=i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