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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三四八 O 地區 2010~11 年度地區網站委員會 

年度工作計畫會議 

時間：2010 年 7 月 1 日（四）下午 18：30 ~ 21：00 

地點：上海鄉村餐廳首都店(臺北市仁愛路二段 67 號 B1) 

主 席：PP Hank     司儀：     記錄： 

 

議  程  與  會  議  記  錄 

一.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人數 14人、實到人數 13 人、列席 1 人。 

二.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略） 

三.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四. 貴賓介紹 

五.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在 10-11年度的第一天撥冗參加會議，也領到本年度地區編號

001的首張出席證明單;更感恩地區社務行政管理主委 PDG Medicare致贈

兩瓶窖藏『夢想成真』美酒以及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副主委 PP Johns 蒞臨

指導。 

六. 報告事項 

1.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PP Johns 勉勵 

2. 介紹委員(延至餐敘時間進行) 

7.  討論事項 

案由一：建置地區 FTP 討論案。 

   提案人：副主委 Andy。 

   說  明：簡化非機密資料存取程序，提升地區辦事處人力效率。 

   決  議：照案通過。委由副主委 Andy 與委員 Info 規劃建置，並與地區幹事 Silvia

規劃權限管理機制。 

                                                                       

案由二：地區扶輪網、扶青網、歸國學生聯誼會網站三網合一討論案。 

   提案人：主委交議。 

   說  明：統一 3480 地區官方入口網站、有效應用投資。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為再加入 Rotex 網站與地區受獎人聯誼會網站(初期可 

採用網址連結方式，再逐步進行系統移轉)，目標為五網合一。委由副 

主委 Andy、顧問 PP Diamond、委員 Awater 與扶青團代表 CP Richard 

規劃建置。 

 

案由三：電子總監月刊討論案。 

   提案人：主委交議。 

   說  明：以電子郵件提供總監月刊內容，社友可選擇主動式接收地區資訊;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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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區活動做宣導。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為電子郵件頁面僅放置當期月刊封面與連結，讓訂閱 

者連結到地區網站瀏覽，減少因夾檔過大造成收信者困擾，並請各社幹 

事轉寄給各社社友。委由副主委 Andy、顧問 PP Diamond、委員 Bill、 

Designer(承德社) 、Designer(蓬萊社) 、YoYo 規劃。 

 

案由四：各社例會講題上網登錄與講師推薦機制討論案。 

   提案人：副主委 Michael。 

   說  明：提供社友補出席多樣選擇性，推薦優質講師。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為先建置例會講題上網功能，講師推薦機制待審慎規

劃後再考慮加入。委由副主委 Michael、顧問 PP Diamond、委員 P Sweet、

PP Gerry、Awater、YoYo、CK 規劃。 

8.  臨時動議（無） 

9.  自由發言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PP Johns-電子總監月刊完成後，應多利用管道跟

各社做宣導，讓系統效益有效發揮，造

福廣大社友。講師推薦機制應嚴謹規劃

後再實施，避免被誤用。網站委員會若

行有餘力可協助識字委員會推廣識字教

育(電腦使用) 。 

顧問 PP Diamond-建議地區網站增加行政作業進度查詢機制(有期與繳費相關訊息相

關者) ，讓各社幹事可以在安全機制下進行資訊查閱。 

委員 P Sweet、Info、Designer(承德社)、Awater-各社都希望有好的講師，各社講

題上網登錄系統完成後，可成為主講人才資料庫的來源之一。 

委員 YoYo-建議可利用 Youtub增加更多的相片與影片展示。 

10. 散會、餐敘 

11. 補充資料 PS.田馨小姐，您比較晚到，所以相片中少了您一位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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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區網站委員會通訊錄 

主委 邱嘉弘 
 

PP Hank 
慈恩社   0912898956 

108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1 號 7 樓之 10 

hankkiss@gmail.com 

skype: hank_chiou 

MSN:hankkiss@hotmail.com 

副主委 陳品棋 Andy 城南社 (02)82275238 0912212768 
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91-2 號 10 樓 

andy@ezinfo.com.tw    

副主委 林俊銘 
VP 

Michael 
中和圓通社 (02)82282289 0927919988 

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59 巷 6 號 6

樓 

michael.lin@innitec.com 

顧問  鄭旭成 
PP 

Diamond 
大稻埕社 (02)27528822 0910123222 

1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112 號 8 樓

之 7 

diamond@ttt.org.tw 

委員 郭金垚 PP Gerry 城南社 (02)22323906 0910214845 
台北縣中和市中和路 230 巷 19 號 7 樓 

cyk42@ms3.hinet.net 

委員 田馨 P Sweet  木蘭社 (02)23256090 0931036369 
106 台北市信義路 3 段 41 號 12 樓之 1 

tiensweet168@gmail.com 

委員 邱薰賢 Designer 承德社 (02)27943860 0921743694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街 131 巷 18 弄 40 號 3f 

Teeming.t5@msa.hinet.net 

委員 江亘松 CK 信義社 (02)26230179 0958518568 

台北縣淡水鎮中山北路一段 265 號 3f 

cks1007@msn.com 

MSN: cks1007@msn.com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cks1007  

委員 徐姓光 Info 客家社 (02)25161133 0939192168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7 樓 

berthsu@yahoo.com.tw 

委員 劉盈毅 Awater 快樂社 (02)27717088 0931438330 awater@ms21.url.com.tw 

委員 賴相如 Designer 蓬萊社 (02)26600835 0921621835 Dreamer.studio@msa.hinet.net 

委員 鄭仁財 Bill 大橋社 (02)23972170 0936117559 bill@ventem.com.tw 

委員 鄭傑仁 YoYo 中和圓通社 
 

0911365666 jack@yoyotaiwan.com.tw  

扶青團

代表 
吳國睿 

CP 

Richard 

大龍峒 

扶青團 
  0922195276 taipeiwu@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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