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名稱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2022

第三次理事會議

日期 05/28/2022星期六 時間 中部時間，下午2:00 - 4:00

主持人 丁偉倫 地點 僑教中心103教室 & Microsoft Teams

出席人員

丁偉倫 (會長) 李秉謙 (副會長) 洪紹喜 (財務，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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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韋君 (理事)

辜千慈 (顧問) 蘇柏斌 (顧問，線

上)

江慶華 (顧問) 吳而立 (顧問) 潘敏 (顧問，線上)

周玲瑩 (顧問，線

上)

熊耐柏 (顧問) 劉志忠 (顧問) 邱怡璋 (顧問，線

上)

羅茜莉 (來賓)

會議議程

1. 會長報告 a. 禮物補送給理事 - 宣文

b. 電動車抽獎頒獎

c. 重申今年團隊目標以及運作衷心

希望能夠維持資訊流通、靈活時間運用

-有多少時間做多少事情，只求開心服務

能力不是問題，但求充分溝通

培養/擴充下屆幹部職能

d. 重點報告

i. 團隊運作現況

韋君接任美宣組組長 (前任紹喜擔任副組長)

ii. 6/11管中閔校長 台大百年願景 募款餐會

感謝劉志忠學長幫忙，擔任了溝通的橋樑



2. 副會長報告 5/7  WHA遊行 9-10人代表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支持

5/17 台灣夜市 在 台灣人活動中心，理事們有贊助歌唱活動

(照片)

3. 財務報告 - 紹喜報告

四、五月底前財務

&

NTUAAH理事顧問名片

原檔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tn21_6MhqSSEIATHuvLaTTMI
58qiKNP0RilbBAeSfBw/edit#gid=0



Amazon Smile 微笑亞馬遜

Amazon會將你的購物金額撥出0.5%，捐給指定的捐款團體(不增加產品價

錢)

步驟：

1. 輸入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orig=%2F 或 Amazon smile

2. 輸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Houston

*輸入每次購物記得使用Amazon smile，而非一般Amazon

*購物時也可以有選項可以選是否要導向amzon smile

紹喜設計的名片樣板:

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orig=%2F


1. Amy提出可以加做個公版的，只有休士頓校友會的資訊的 (這樣可以永

續流傳)

2. 501(c)(3)

3. 背面還可以再放上QR code, or fb,website, email

4. 6/11是否能搞定?

4. 理事團隊例行工作報告 1. 偉民 秘書/宣傳組長

1.可以列出FB友社的名單 (by 宣文 & 偉民)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xQMCnbX-aKSfCFmGwUNePOJ

enZ5EIaB/edit?usp=sharing&ouid=103541895009778894700&rtpof=true&

sd=true (Media directory originally created by Amy and Frank)

2.Google calendar似乎成效普通

3.FB的宣傳成效該如何提升?充值?請大家打開favorite

4.多po一些有互動性的貼文 (例如:戰南北粽)

5.可以多貼一些台大那邊的資訊

2. 宣文

1.Instagram可以多多promote

2.Line@ 需要台灣有單位幫忙才能申請 不建議使用

3.LinkedIn 社交網

發文要比較professional

Miso:可以跟其他公司例如台塑連結, 然後幫忙放徵才廣告, 不過不管fb,

ig, linkedin, twitter 都一樣, 你follow 越多人或者被越多人

follow, 或者選擇最紅的 handler, 就越容易被推送

Allen:希望大家多多加入LinkedIn，多多promote

3. 治綱Fred

需要新增其他社交軟體資訊

amazon smile

網路安全 (韋君可以幫忙)

4.雅美

share drive可以再整理一下

月刊的google doc要積極更新

活動影片能發不能發，希望可以在每個活動前先問清楚

月刊點閱率30-40%，其實還不錯

mailchimp unsubscribe/subscribe的事情大家可以再想一下怎麼promote

5.Michael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xQMCnbX-aKSfCFmGwUNePOJenZ5EIaB/edit?usp=sharing&ouid=10354189500977889470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xQMCnbX-aKSfCFmGwUNePOJenZ5EIaB/edit?usp=sharing&ouid=10354189500977889470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xQMCnbX-aKSfCFmGwUNePOJenZ5EIaB/edit?usp=sharing&ouid=103541895009778894700&rtpof=true&sd=true


用Meeting Owl Pro

6.紹喜

前面報告過了

Fidelity EFT 註冊，必須要有fidelity帳戶，方便性是不需要寫個支票

寄過去

7.韋君

網站海報 募款海報

podcast的上傳跟編修

8.珮青

何文壽院士 - 接待

FASCA JCCAA 6/25獎學金之夜

校友會常客計畫 端午節送卡片

以及邀請中秋晚會

以及請他們可以跟我們說他們ㄒ以及請他們可以跟我們說他們希望看到甚

麼活動

可以附回郵 捐款單

Miso:有一個 sendoutcards.com 一個月 $37 可以寄 30張卡片, 包含郵

寄費

是否可以打電話?

四月九日電動車活動

討論:

Youtube應該要公開or只開放一個月

宣文:我們應該設計更多吸引人來現場的橋段

5ˇ月21日突破逆境訪談

人力精簡成本低廉

可以看點閱率跟回饋來評估是否可行

5. 年度活動協調 6/4 (六) SETS 午宴 台大一桌 八人 費用 $50 台大補助 $15? 理事會優

先報名

Allen Ernie 茜莉 Fred 韋君 Miso 紹喜 Michael (8人已滿)

6/11(六) 台大管中閔校長 台大百年願景募款餐會 (預算、人力、財務)

3pm-8pm 治綱、韋君、紹喜、宣文

overall,贊助200元

2*禮物

人力需求 - 出席統計

Michael 紹喜? 治綱 韋君 雅美 珮青 宣文? 偉民?



3:00 - 4:30 場地布置 (桌椅 Poster by韋君 報到台 音響設備 電腦 測

試) - 4 人 (治綱、Michael、珮青、宣文?)

4:30 - 5:00 報到/接待組 1 - 2人

5:30 - 6:00 電腦+音控 (Michael?)

6:40 - 7:40 校長/副校長敬酒 拍照+協調下一桌 2人 (韋君? 治綱?)

8:15 - 收尾 吃宵夜 (嗯?)

目前已經收到一萬多塊，我們會幫忙收小額捐款，再一起匯過去

要訂目標在三萬以內

好像因為前面有說NGO收錢到 $50k 有報稅問題

而且那個錢也不是真的給休士頓, 最後還要給台大, 所以變成我們要報稅

很奇怪

要捐給台大的部分, 我們幫忙收一些小額的, 整理好寄給北美校友會的基

金會

原本可以透過 NTUADF 捐款給台大:

https://www.ntuaa-na.org/%E6%8D%90%E6%AC%BE%E7%B5%A6%E8%87%BA%E5

%A4%A7

但是這個百年基金應該會收到很多, 然後 NTUADF只有一個財務, 怕忙不

過來, 所以改成我們來代收, 整理成一個大的支票寄給NTUADF

捐一萬塊的話可以拿到牌子, 我想那種就直接找 NTUADF就好

7/3 (日) Care 愛心組織活動 Sharpstown 商場戶外 擺攤/捐款 $300

可能不能賣吃的 要有license才能賣吃的

買豆花來轉賣

11. 臨時動議

表決事項

1. 3/26 會議記錄

2. Meeting Owl Pro

3. 募款餐會贊助$200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https://www.ntuaa-na.org/%E6%8D%90%E6%AC%BE%E7%B5%A6%E8%87%BA%E5%A4%A7
https://www.ntuaa-na.org/%E6%8D%90%E6%AC%BE%E7%B5%A6%E8%87%BA%E5%A4%A7


待辦事項及理事顧問建議

下次會議時間 七月底 (周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