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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book 

扶輪社專用管理系統

輕鬆、高效率
體驗新一代的

Socialbook

財務總帳系統 / 雲端社館系統
扶青團免費申裝財務總帳系統限量



效益

節省經費

無價

節省經費

無價

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

無價

提高效率

節省經費

無價

節省經費

提高效率

無價

無價

無價

無價

提高效率

節省經費

提高效率

節省經費

使用模組 使用後

雲端社館模組
可節省『社員通訊錄』印製份數
(實測已停印、改用APP隨時都能取得)

雲端社館模組
歷史資料保存於雲端主機有保障

(不怕電腦中毒、建議可再另存其他設備)

雲端社館模組
可自訂權限，各模組功能分派至各執行人員

 (實測可將各模組，指派給各委員會相關人員操作)

財務總帳模組
可提高社團應繳納收入預算達成率

 (收費帳單即時通知、輕鬆又方便)

財務總帳模組
自動帳單-APP接收、開窗信封郵寄、email發送

  (一鍵完成)

公告事務模組
可節省『社刊、週刊』印製份數

 (實測已停印、改用APP隨時都能取得)

公告事務模組
可提高事務佈達成功率

 (統一窗口，訊息不漏接)

財務總帳模組
可用網路遠端稽核查詢財務狀況

(雲端執行追蹤、輕鬆又方便)

例會管理模組
可提高例會出席率-節目內容詳細豐富

 (同步Google行事曆即時通知出席、例會節目內容介紹詳細)

例會管理模組
可節省活動報名統計-聯絡費用及時效性

 (實測省電話費及統計時間與回覆時間)

Socialbook 扶輪社專用管理系統-系統使用效益

全系統
可增加社友向心力

 (APP財務透明、社內資訊、社員互動、隨手可得社務狀況)

全系統
可節省執行秘書、幹事人員行政作業時間

 (一遍工及完成各項事務、財務、APP、官網)

全系統
社務營運，標準作業流程(SOP)，人員交接、職務

代理快速上手

 (社務營運事務，全整合於本系統中)

公告事務模組
可增加與附屬群組，系統資源共享

(實測寶眷活動相簿、高爾夫球敘相簿)

扶輪官網模組
可提高社團公益形象及社會服務價值

(公開形象網站與社務完全聯結)

扶輪官網模組
可提高官網點閱率

 (公開資訊，自動發佈更新，非靜態網頁隨時保持最新資訊)

例會管理模組
可增加與附屬群組，交際零時差

(實測寶眷活動、高爾夫例賽活動發佈與行程佈達)



1.不懂借、貸也能輕鬆開立傳票，僅需輸入收支，輕鬆做好帳務

2.智慧型(問答選擇)輸入介面，系統自動開立(傳票)

3.自動產出各項報表，(資產負債表)由系統平衡試算

4.自動產出帳單及收據，開窗信封格式郵寄、E-mail 發送輕鬆方便

5.支出請領、收支預算餘絀進度表、關帳作業、讓財務管理人員輕鬆把關

1 功能設定 後台/權限 設定帳務功能，年度預算，年度期初開帳，財務關帳，會計科目設定

2 收入作業 後台/權限 收入開帳轉(應收帳款)，會費、捐款…

3 支出作業 後台/權限 支出開帳轉(應付帳款)，各項費用…

4 代收付(專款專用) 後台/權限 代收付(專款專用)大類項目設定，指定專款名稱對象，收入支出餘絀

5 銀行帳戶作業 後台/權限 指定銀行收支沖帳及帳戶轉帳作業，含(支票)(信用卡)到期及兌現沖帳

6 帳務調整作業 後台/權限 取消收入支出應收帳款及折讓，累積餘絀調整，呆帳認列，關帳後迴轉作業

7 支出請款憑證單 後台/權限 (支出簽領含請款憑證單)，經費核銷(等待主管簽核)列印紀錄

8 零用金請款憑證單 後台/權限 (零用金請款憑證單)，經費核銷(等待主管簽核)列印紀錄

1 日報表 後台/權限 (日報表-列印)1日記帳 2收入報表 3支出報表 4憑證單據黏貼單

2 月報表 後台/權限 (月報封面-裝訂列印1)

3 經費收支餘絀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２)(查詢明細功能)

4 資產負債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３)(查詢明細功能)

5 明細分類報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４)(查詢明細功能)

6 應收帳款報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５)(查詢明細功能)

7 應付帳款報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６)(查詢明細功能)

8 捐款紀錄報表 後台/權限 (月報表-裝訂列印.７)(查詢明細紀錄)

1 財務長報告 後台/權限 (理事會報告)1.收支餘絀報告含預算與決算進度%差額分析報告2.資金流向報告

2 年度交接作業 後台/權限 1.現金及銀行存款交接清冊２資產負債各明細表清冊，交接簽核用印表

1 繳費帳單 後台/權限 (帳單列印)繳費通知單*(郵寄)*(E-mail發送)＊(手機APP推播，限加購專屬APP)

2 欠繳名單 後台/權限 (名單列印)

1 一般收據 後台/權限 由系統選擇列印(一般收據)

2 捐款收據 後台/權限 由系統選擇列印(捐款收據)

4.繳費帳單模組

5.捐款收據模組

財務總帳系統-功能簡介

系統特色

模組功能

1.收支作業模組

2.會計報表模組

3.預算分析模組



1.響應式網頁，讓官網閱讀者更方便

2.形象橫幅，提高社團社會服務形象

3.社團門牌、Google MAP 導覽、例會資訊、執行團隊、社內活動

4.讓參訪者能快速掌握貴社資訊

5.多國語言翻譯，讓貴社資訊更能觸及其他國家

1 無logo者/編製標準社團logo圖檔

2 年度選擇/語言翻譯(選單列)提供國際姊妹社資訊交流

3 同步(事務公告)模組/主功能項目*(公開資訊閱讀設定)

4 年度主題形象圖(可自行美工編製)上傳

5 簡易門牌訊息/提供演講者/來訪友社及來賓

6 由系統(自動推播)*(公開資訊閱讀設定)

7 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可上傳照片自傳或經歷簡介

8 同步(事務公告)模組/主功能項目*(公開資訊閱讀設定)

9 各單位網址連結/YouTube影音連結/自由新增/刪除

10 編製年度主題形象圖

11 聯絡我們/發email至社館

12 由系統(自動累計)

13 網址QR-Code /APP安裝QR-Code (提供印製名片)

14 系統維護廠商/版權資訊

PS:

1.公告文件分類管理，社內不同群組可設定閱讀權限

2.強調一遍工即可完成公告，僅需上傳已編輯好的電子文件(可接收PDF、JPG、word、Excel，ppt)

3.活動相簿，自由增設，各群組輕鬆閱讀

4.與官網模組同步介接，讓您的官網隨時更新訊息(可行設定是否發佈)

1 社團資訊 (APP/官網) 本社資訊簡介，年度職員表，理監事，章程，會員手冊、等…

2 歷屆社長 (APP/官網) 本屆社長，秘書(歷屆人物)介紹，內文圖片自行編輯上傳

3 分區資訊 (APP/官網) 可轉貼上傳(地區)相關分區資訊，內文圖片自行編輯上傳

4 公文/公告 (APP/官網) 轉發總監及(地區)公文，社內公告自行編輯上傳，指定閱讀對象

5 社刊/特刊 (APP/官網) 上傳社刊/就職特刊/授證特刊/(紙本社刊可減半編輯列印)

6 理事會 (APP/官網) 上傳(理事會決議書)，月份目錄名稱自行建立，文件內文圖自行編輯

7 寶眷聯誼會 (APP/官網) 上傳(聯誼活動資訊)，月份目錄名稱自行建立，文件內文圖自行編輯

8 扶青團 (APP/官網) 上傳(例會.財報資訊)，月份目錄名稱自行建立，文件內文圖自行編輯

友站連結

年度主題

本社聯絡資訊

訪客人數

網址/APP/QR-Code 

系統維護+版權所有

含(後台管理)模組，官網公開資訊閱讀可由後台設定(公開)或(關閉)閱讀。

2.事務公告、相簿、檔案模組(文件資料櫃隨手可得，公開資訊自動更新同步官網)

模組特色

模組功能
<<公告>>

活動照片

雲端社館系統-功能簡介1

1.形象官網模組(提升社團曝光度及國外友社交流)

模組特色

模組功能
社團名稱/社團logo圖檔

年度選擇+語言選擇

主功能項目/次網頁

首頁形象圖/橫幅團體照

社團資訊/例會Google 地圖

最新消息

執行團隊介紹/社長/秘書



9 高爾夫球隊 (APP/官網) 上傳(例賽通知.成績資訊)，月份目錄名稱自行建立，文件內文圖自行編輯

10 扶輪知識 (APP/官網) 上傳(扶輪知識文書)，月份目錄名稱自行建立，文件內文圖自行編輯

活動照片 (APP/官網) 上傳(各聯誼活動相片)編輯(相簿名稱)及(相片故事)文字說明

檔案下載 (APP/官網) 檔案下載，(入社申請表，信用卡轉帳申請書，等...各種表單)

PS:

1.每日行程推播通知、提醒、例會節目隨手可得，讓社友隨時掌握社內行程

2.例會訊息，通知、報名統計、出席簽到、出席率自動計算，全方位的整合

3.分群管理，不同群組可個別通知活動訊息，例如:社友群、寶眷群、高爾夫群

4.報名回覆，表單輸入、統計人數一次完成

5.APP簽到、QR-Code簽到、出席委員可即時報告出席率

6.所有行程事件，均可分享至LINE、FB、G+，可自動同步至Google行事曆

1 出席率(報告) (APP個人) 例會執行中APP自動推播出席率%，即時上台報告

2 出席率(查詢) (APP個人) 個人及全體社員出席紀錄統計查詢

3 APP個人(簽到) (APP個人) 個人出席(簽到)(補出席)(請假)或由執秘補登簽到名單

4 出席簽到(補登) (後台) 提醒執秘(補登出席名單)個人，確保出席率統計準確

1 APP個人(通知) (APP個人) 將通知報名轉至LINE群組及 FB，等待APP按回報(出席)(請假)(不一定)

2 新增(活動報名) (後台) 各群組(內輪會，高爾夫…)均可發起活動通知與報名

1 例會管理 (後台) 含會議、行程、活動、編輯次數內容，發送通知及APP報名

2 行事曆 (APP個人) (例會，行程，活動)日曆圖表及列表顯示，各行程紀錄查詢

1.整合式互動平台，接收(財務、公告、例會)更新資訊，手機自動推播顯示

2.封閉型專屬系統，僅有權限的社友，才能使用

3.詳細的通訊錄與個人電子名片，職業交流超方便

4.生日、週年紀念日自動發送賀卡

5.社團大小事務，全部都在Socialbook APP中

6.理事會成員的好幫手

1 設定

2 動態

3 通知

4 通訊

5 功能

6 提醒

手機APP基本功能設定，切換至不同之社團APP，登入官網

社內訊息動態列表，(自動推播)及未來活動預告，可預設天數顯示

按時間接收互動訊息，(自動推播)APP使用者留言時通知

社員通訊錄含，(保母，寶眷，扶青團，高爾夫隊，執秘)及職業，職務，群組設定

出席，報名，行程，帳單，捐款，相簿，公告，檔案，(管理者)登入後台

(例會，行程，活動)報名未回，公告未讀，財務帳單未繳款

模組功能

<<檔案>>

以上事務公告(功能項目)可自行/新增/刪除/修改，APP模組可由後台設定對(APP/啟閉)選擇設定。

(PC版、發Email至社館及地區).含(後台)及手機(APP)共用模組

3.例會管理模組(自動同步至Google行事曆，即時通知提醒)

模組特色

模組功能
<<出席率>>

<<我的報名>>

<<行程通知>>

4.社團專屬APP模組(執行團隊、理事會成員的好幫手)

模組特色

<<相簿>>

雲端社館系統-功能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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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產品價格  Ver:2018-06-19 (報價均為未稅價格/推廣價至2018-12-31止)

1.收支作業模組

2.會計報表模組

3.預算分析模組

4.繳費帳單模組

5.捐款收據模組

6.形象官網模組

7.事務公告模組

8.活動相簿模組

9.檔案下載模組

10.例會管理模組

11.社團專屬APP

12.APP募款模組

5G/後台3人 5G/50人 5G/50人

NT$6,000

NT$3,000

NT$1,900

NT$1,800

NT$1,400

NT$1,250

以上均含不限次數線上一對一教學，首次申裝享有30天不滿意退費方案(不含設定費)

收費方式 :如首年【採年約年繳方式】收費區間為啟用月份結算至社團年度結束日(6/30)止。

*空間/人:為雲端空間/APP登入使用者人數

二、額外項目選購價格 

申裝請洽LINE ID:Socialbook、TEL:03-3386233 客服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8:00】

收費為: 申裝設定費:$3000 及每月繳月租:$850

3.到府教育訓練費 3000元/次 報價僅適用台灣本島

雲端主機/APP使用者帳戶/註冊人數說明範例:

案例:社員35人+寶眷35人+扶青團15+高爾夫或(固定來賓)5人=登入使用者人數90人

三、收費案例說明

1.如首次申裝 C.全系統(A+B)，採年約年繳優惠方案

於2018/5/1日上線使用(使用月份結算至2018/6/30)，採年繳方式共2個月

收費為: 申裝設定費:$3000 及年繳總額:$2500 (全租用=1250*2月)  /共:$5500

2.如首次申裝 A.財務總帳系統，採年約年繳優惠方案

於2018/5/1日上線使用(使用月份結算至2018/6/30)，採年繳方式共2個月

收費為: 申裝設定費:$3000 及年繳總額:$1300 (650*2月)  /共:$4300

3.如首次申裝 A.財務總帳系統，採月繳方案

1.財務總帳加購社團專屬APP/50人 350元/月 僅限財務總帳系統加購

2.加購5G空間/50人 250元/月 每增加5GB磁碟空間及增加APP使用人數50人

選購項目 價格 備 註 說 明

月繳
NT$850

月繳
NT$1,050

月繳

月租費 月租費 月租費

年約年繳

月租費
NT$650

年約年繳

月租費
NT$750

年約年繳

月租費

空間/人*

申裝

設定費**
NT$3,000

申裝

設定費**
NT$3,000

申裝

設定費**

空間/人 空間/人*

Socialbook 扶輪社專用管理系統-價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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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支作業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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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象官網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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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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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計報表模組 2.事務公告模組

3.預算分析模組 3.活動相簿模組

4.繳費帳單模組 4.檔案下載模組

5.捐款收據模組 5.例會管理模組

6.社團專屬APP



雲端管理客製化專家

大禾資訊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中華路30號4樓  

TEL:(03)338-6233 
FAX:(03)337-0723 

Emai l :ser vice@sgw.com.tw 

提案簡報 線上申裝

LINE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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