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名稱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2022

第四次理事會議

日期 07/30/2022星期六 時間 中部時間，下午2: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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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民 (秘書，線

上)

戴珮青 (理事)

張雅美 (理事,線

上)

陳治綱 (理事) 林宣文 (理事,線

上)

周韋君 (理事,線

上)

辜千慈 (顧問) 蘇柏斌 (顧問) 江慶華 (顧問，線

上)

吳而立 (顧問) 潘敏 (顧問,不克
出席)

周玲瑩 (顧問，線

上)

熊耐柏 (顧問) 劉志忠 (顧問，線

上)

邱怡璋 (顧問，線

上)

羅茜莉 (來賓)

會議議程

1. 會長報告 本屆理事會任期已運作近半，

1. 主辦了四項活動(電動車、突破逆境podcast、管校長募款晚宴、

麻將大賽)

2. 理事會運作已上軌道，感謝大家的熱心公益、主動自主、以及合

作無間

3. 理事/顧問分享加入理事會五個月以來，有何心得/建議?

i.和當初的期待有多少差異呢? 當初的是? 現在的是?

ii.有沒有想過留任?

iii.半年內有甚麼會長/副會長能做的事情，增加留任的機率?

iv. 有沒有心中下屆可能當理事的人選? 沒有的話，可以開始留

意。

Wei-Min:很感謝大家熱心奉獻。

Paul:麻將大賽很成功，希望可以繼續傳承。

Lynn:新舊理事傳承很成功，臨時事件處理得很好，超出期待。

June:大家都會把材料跟文案都準備好，加速海報製作進行，藉這個機會

設計不同的海報很棒，合作模式很好。

Fred:比當初預期的還要好一點，學了很多新的才藝，增進個人財富。

Michael:多做自己一點（？）

雅美:超過自己的期待，看到老中青齊聚一堂互相交流，很感動。

YC:大家有展現台大人風範，盡力把事情做好。

江教授:我們校友會不只是只有聯誼性質，可以多做些networking，幫助

各年齡層好好交流。一個小建議是可以大家各自自行做決定就好，不用每

件事情都要討論。我們可以把一些各活動的經驗多寫下來，可以直接經驗

傳承。

Bob:有我沒有我都差不多，表示管理做得很好，節奏很好。

Ernie:希望大家可以留任，繼續好好做。

Amy:大家都很有效率，Allen也充滿能量，帶領大家前進。



紹喜: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珮青:自己學到很多東西，也把經驗帶到其他的社團，也讓生活更豐富。

宣文:（外派到幫台灣送來的少、青棒隊加油)

Allen:希望大家可以留任。

2. 副會長報告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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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 Mobility Event Income Statement

僑委會補助拿到了，所以收益變正的

MahJong Competition Income Statement



感謝台塑及珮青慷慨解囊，小賺

Q2 Income Statement





江慶華教授：每個活動的盈餘最後跑去哪了？要事先聲明這個捐款項假如

剩下來會跑到哪。雖然現在都是繳回NTUAAH，但是有可能會出問題，因為

當初fund rasing/收費的時候並沒有說明後續處理事宜。

紹喜設計的名片樣板:



謝謝Ernie的協助幫忙印製

而且很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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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有線上webinar

2. 宣文

1.我們有許多可以未來作為贈品的東西 （已建立inventory)

2.還有許多桌巾（麻將活動的）有裁跟沒裁的，未來可以用

3.還有許多待處分資產，可能可以辦車庫拍賣，或是po出來讓大家認領，

要找時間捐出去

4.過去一些活動的裝飾品可以捐出去

3. 治綱Fred

休士頓美食地圖專案 for 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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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雅美

校友每月通訊 - 建議、計畫、需要大家配合的事情

各組溝通、交換資訊

Mailchimp open rate 45-65% 發出去1 or 2天，會開就會開

時間拉長的話，就會有更多人看

八月月刊 updates

管校長募款餐芳名錄，要請Allen po上去

NTUAAH的LinkedIn follower有點少

YC:希望大家可以多加入到自己的profile，promote增進networking

ＬinkedIn比較是professional的

宣文：要額外再宣傳，多在FB上宣傳跟直接寄信給大家講

中秋活動也可以多請人幫忙加入

不過可以好好決定下要往社交向還是多增進professional方面的

會再更改名稱

請各方校友幫忙加入？請Teco一起宣傳？

5.韋君

網站海報 募款海報

podcast的上傳跟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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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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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節時，感謝過去幾年贊助的校友。 邀請中秋晚會

報告進度、計畫

先寄出email/電話/簡訊 利用google form取得mailing address。

八月中-底 寄出問候卡 邀請參加中秋晚會加上贊助

** 台大校友會活動贊助資料庫-商家，個人

** Google Form （連結？） 常客名單連結？

** 2022年8月20日 (星期六)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和王盈蓉新主任送舊迎新餐宴, 5-8 pm, $20/person

** 僑界社團將合贈陳主任一個大賀匾，每個社團收$10元



不過也要事先與校友們溝通，是否允許一定程度的會公開一部分資料，例

如姓名什麼的。商家什麼的也要好好當面聊聊。

餐會在會後詢問下大家誰要去送舊餐會，至多三個人

** C.A.R.E. School Supplies Packing  and Distribution Volunteer

Opportunity

8/26 (Friday): Unloading, sorting, and packing school supplies

3-8 pm

8/27 (Saturday): Distribution 2-4 pm

Location: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

8200 Tate Street, Houston, TX 77028

要徵求志工



5. 六月活動回顧 6/11 管校長 台大百年願景募款餐會

成功募得二十萬美元、賓主盡歡

九桌近滿席

校長、副校長至各桌聊天的自由活動時間 大受好評

音控John表現專業，理事有心力協助活動，Good Choice

目前實收 $100,481

5-year plan total: $120,000, including match (22,500 received)

Match receivable:  $5,760 (following up)

感謝各個理事積極協助

Lynn建議Fred年刊可以考慮訪問馬利納夫婦

李秉謙 7/4 休士頓卡拉OK社表演及社團活動

Liberty Fest by Houston Southwest Management

7/3/22 2-3pm@ America Plaza, 7500 Bellaire Blvd

英文曲目五人共10首

現場大螢幕轉播，表演內容由官方錄影上傳

感謝Lynn&Jett提供練習場地

林宣文 7/23 休士頓麻將大賽 成果報告

感謝朱喜善學長、戴珮青學姊及各企業單位贊助(AOI、台塑、金城銀行、

Chase銀行)。

賽前最終報名人數為34人，扣除未到及加上現場報名，最終共32人開賽。

參賽者年齡層分布極廣，從20多歲到超過90歲。

另有參賽者組團自達拉斯前來參賽，未來其他活動可加強對其他城市的台

灣人社群宣傳。

場地 (CCC老人中心茶房) 頗受好評。若明年續辦，應優先考慮沿用此場

地。

現場有因為規則及牌具問題造成的小爭議，續辦時需再加強說明，並於現

場備有紙本規則。



6. 8月活動 8/9線上專題演講 邀請賴品光博士 陳偉民

活動流程：

主持人：江慶華教授 (Dr. Ching-Hwa Kiang), Rice University 化工系

7:40 工作人員進場

7:50 開放入場

8:00 江教授自我介紹＋介紹講者賴教授

8:05 Talk時間

8:45 QA及Networking時間

9:05 活動散會

需要人手：

主持人 - 江教授

場控 - 偉民

(需不需要問題整理？我個人偏好自由發問)

會議設定 - 宣文 (請宣文7:40準備好開啟會議，指定偉民做

cohost/host)

8/13 Pickleball Clinic 活動計畫 洪紹喜

文案

海報

目標

活動名稱: Pickleball Clinic 匹克球體驗營

時間: 8/13 Saturday 15:30-18:00

地點: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door Gym

20-30人，分兩組，分高階組跟體驗組，還會有教練教學

7. 接下來年度活動協調 9/10 中秋晚會規劃報告  李秉謙

TimeLine

七月：確定場地，經費申請 場地在哪？

八月上旬：節目規劃，表演團體聯繫確認

八月下旬：報名事務，社群宣傳

表演節目

卡拉OK社

香香舞團

Fiona

募集中(候：Fasca, 烏克麗麗, Orchestra, 武打學院, 國標舞, 樂器演

奏, 扯鈴....)

地點時間

9/10/22 2pm- @ 僑教大禮堂

流程概念

比照去年實體+線上Hybrid

活動時程區分：1.來賓用餐交流時段；2.表演抽獎等台上下互動時段

要利用抽獎讓大家留下來

rehearsal會不會很趕，如果還要吃飯的話 2-5pm rehearsal



要不要考慮提早一個禮拜rehearsal？

Kpop音樂

雅美：可以再多廣告一下中秋活動報名募集志願者

能不能給點特定點的條件，時間啊什麼的

8. 臨時動議 Allen脫單了 要結婚了 10月中不在，要回台灣辦婚禮

表決事項

1. 5/28 會議記錄

2. 僑界社團將合贈陳主任

一個大賀匾，每個社團收$10

元

3. 2022年8月20日 (星期

六)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陳奕

芳主任和王盈蓉新主任送舊

迎新餐宴, 5-8 pm,

$20/person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全票通過，無反對票

待辦事項及理事顧問建議

下次會議時間 9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