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1 年 04 月 06 日(二) / 合唱團活動》 
時 間：14：10~16：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2021 年 04 月 09 日(五) / 高爾夫 4 月例賽》 
時  間：10：30 集合／11：00 開球 
地  點：八里球場／球場餐廳餐敘 

3.《2021 年 04 月 11 日(日) / 登山隊 4 月活動》 
時  間：08：30 捷運紅樹林站 1 號集合 
自行前往者 9:00 於富基漁港來來海鮮停車場集合 
地  點：新北市石門區老梅綠石槽健行 
午  餐：12:00 海灣綠洲(Bay & Oasis)景觀餐廳 

4.《2021 年 04 月 20 日(二) / 第 574 次例會移動暨
職業參訪璞園建築團隊璞永建設》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國賓飯店明園西餐廳 
主講人：PP Nick 楊岳虎董事長 
講 題：專題演講 

5.《2021 年 05 月 07 日(五) /第 577 次例會暨母親節
感恩晚會》 

時  間：18：00~21：00 
地 點：鉅星匯國際宴會廳(新生北路二段28號2樓) 

‧社內活動訊息‧  

‧03 月 23 日歡喜捐‧ 

‧下週節目預告‧  

‧ 03 月 23 日＋03 月 27 日例會出席
率‧  

‧本週節目‧  

‧ 4 月喜慶‧  

應出席社友：52 位  實到社友：37 位 
上週補出席： 7 位  免計出席： 1 位 
本週出席率： 86%  我們想念您： 
Allen, Apple, Archimedes, James Chen, Jay, Jim, Kuni, Lizzy, 
Max, Money Vivian, Robert, Rolisa, Ryan, William 

社員生日：4/16 Steve、4/17 Sandy、4/22 Joanna 
寶眷生日：4/15 Robert 寶眷美貞、4/17 James 寶眷

明珠、4/19 Kevin 寶眷庭毓 
結婚週年：4/14 Kevin、4/19 Kuni、4/27 Antony、

4/27 Apple 

‧上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  

《2021 年 04 月 13 日(二)/第 573 次例會》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黃邦榮老師 
講 題：健康，從骨正開始 

 

應出席社友：52 位  實到社友：26 位 
上週補出席：15 位  免計出席： 1 位 
本週出席率： 80%  我們想念您： 
Alex, Allen, Apple, Benson, David, Edward, Grace, James 
Chen, James Chou, Jay, Jason Shih, Jim, Kate, Kuni, Max, News, 
Paul, R.Gift, Rico, Robert, Rolisa, Ryan, Sandy, William 

 

 

 

 

 

 

 

  

 

 

 

 

 

 

 

 

 

 

 

 

 

 

 

 

 

 

 

 

 

 

 

 

 

 

 

 

 

 

 

 

 

 

 

 

 

Chow $1000 CK $888 Echo $2000 

Edward $1000 James Chou $1000 Kitty $1000 

Leo $2000 Linda $2000 Paul $1000 

Tony $2000 指捐登山隊：Chi William $5000 

'歡喜本期累計：$1,111,472 指定服務專款本期累計：$3,833,400 

歡喜本週小計：$13,88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125,36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3,833,400 

拍賣本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585,000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500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590,000 

 

辦事處：10441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53 巷 20 號 7 樓之 9 

電話：（02）2522-2826 傳真：（02）2522-1175 

例會：每週二 11：50~14：00 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4 月 06 日第 11 卷第 34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創社 
褓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長 廖清祺 P Leo 
第 5 7 2 次 例 會 社 刊  

《2021 年 04 月 06 日(二)/第 572 次例會暨喜慶日》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PP Linda 徐嬌蓮董事長 
講  題：那些年，我走過的荊棘之路Ⅱ 
學 歷：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 
經 歷： 聯成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飛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華格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台灣服務業協會常務理事(2005~2019)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 2015~16 社長 
3523 地區 2018~19 保羅哈理斯之友主委 

現  任： 太平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阿里山賓館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會副理事長兼國際主委 
國際扶輪 3523 地區扶輪親善委員會主委 
台北市徐氏宗親會理事長 
世界徐氏宗親會副理事長 

 



社長當選人 賴麗珠 PE Echo 
副  社  長 吳昇蔚 VP Antony 
秘      書 陳輝燦 S Philip 
財      務 湯桂禎 F Rolisa 
糾      察 江  和 David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賴麗珠 PE Echo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 廖進平 Max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劉貴美 Grace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俞雲卿 PP Kitty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周金朝 PP Chow 

1.《2021 年 04 月 08 日(四)/ 21-22 年度總監會前會》 
時間：14:30~15:30 
地點：3523地區辦事處(南京東路三段285號9樓) 
出席：21-22年度社長、秘書、財務、五大主委、執秘 

2.《2021 年 04 月 10 日(六)/ 國際領袖論壇》 
時間：13:30~17:30 
地點：聯邦自由廣場會議中心 2F 國際演藝廳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3.《2021 年 04 月 23 日(五)/ 華中社 23 週年社慶》 
時間：18:00~21:30 
地點：維多利亞酒店 1F 大宴會廳(敬業四路 168 號) 

4.《2021 年 05 月 15 日(六)/ 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
暨社訓練師研討會 CTTS》 

時間：07:45~17:50∕晚宴 18:30~21:30 
地點：圓山大飯店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03月 23日第 570次例會＋03月 27日第 571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聯  誼主委 李宥葳 Lizzy 
節  目主委 李倉廷 Edward 
出  席主委 孫建和 Alex 
歌  詠主委 張祐禎 Joanna 
社  刊主委 曹慧玲 News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十一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21 年 03 月 23 日（星期二）14：10 召開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 

理事：Leo、Thomas、Echo、Antony、Philip、CK、Archimedes、R.Gift、Linda、Chow、Grace、Kitty 

監事：Edward、Jany；候補監事 James Chou 

請假人員： 

理事：Rolisa(請假) 

監事：Max(請假) 

主席：理事長 Leo        紀錄：秘書 Philip 

一.出席報告：第 11 屆理事應出席 13 位，實出席 12 位，請假 1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案由：4 月 20 日例會調整為第 574 次例會暨職業參訪-璞園建築團隊璞永建設，並移動至國賓

飯店明園西餐廳。 

說明：因璞園建築團隊璞永建設位於國賓飯店附近，為順利進行職業參訪活動所以移動至國

賓飯店明園西餐廳召開例會餐費$1,180 元/人，董事長 PP Nick 熱情招待當天餐費差額。 

四.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21/02/28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案由：2021 年 04~05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①04/08 21-22 年度總監會前會 

②04/20 移動例會暨職業參訪-璞園建築團隊璞永建設 

③05/07 移動例會暨母親節感恩晚會 

④05/15 21-22 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 暨社訓練師訓練研討會 CTTS 

⑤05/25 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 

⑥05/29 21-22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 DMS 

決議：通過。 

April 母親與兒童健康月 2021 

2021 年 04 月 02~05 日（五~一）清明節連續假期 

2021 年 04 月 06 日（二）第 572 次例會暨 04 月喜慶日 

PP Linda 徐嬌蓮董事長／那些年，我走過的荊棘之路 (Ⅱ)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4 月 08 日（四）21-22 年度總監會前會           （附件二） 

南德社時間：14：30~15：30 

地點：3523 地區辦事處(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85 號 9 樓) 

參加人員：2021-22 年度社長、秘書、財務、五大主委（行政管理、服

務計畫、社員、扶輪基金、公共形象）、執秘等 9 人 

2021 年 04 月 10 日（六）國際領袖論壇 

時間：13：30~17：30 

地點：聯邦自由廣場會議中心 2F 國際演藝廳(台北市瑞光路 399 號 2 樓) 

2021 年 04 月 13 日（二）第 573 次例會 

黃邦榮老師／健康，從骨正開始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十一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021 年 04 月 20 日（二）第 574 次例會暨職業參訪-璞園建築團隊璞永建設 

PP Nick 楊岳虎董事長／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國賓飯店明園西餐廳 

2021 年 04 月 23 日（五）華中社 23 週年社慶典禮晚會 

時間：18：00~21：30 

地點：維多利亞酒店一樓大宴會廳(北市敬業四路 168 號) 

2021 年 04 月 27 日（二）第 575 次例會暨第 10 次理監事會議 

戴昌儀老師／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May 青少年服務月 2021 

2021 年 05 月 04 日（二）第 576 次例會暨 05 月喜慶日 

PP Justin 陳明正董事長／美哉！京都（京都風情話）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5 月 07 日（五）第 577 次例會移動例會母親節感恩晚會 

時間：18：30- 21：30 

地點：再行公告 

2021 年 05 月 11 日（二）第 577 次例會移動例會母親節感恩晚會休會一次 

2021 年 05 月 15 日（六）21-22 年度社訓練師訓練研討會 CTTS   （附件五） 

時間：07：45- 17：50 

地點：圓山大飯店 

2021 年 05 月 15 日（六）21-22 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        （附件五） 

時間：07：45- 17：50∕晚宴 18：30- 21：30 

地點：圓山大飯店 

2021 年 05 月 18 日（二）第 578 次例會 

吳嘉隆老師／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5 月 25 日（二）第 579 次例會暨第 11 次理監事會議 

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5 月 29 日（六）21-22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 DMS     （附件五） 

時間：待地區公告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五.臨時動議： 

（一）案由：由南德社冠名捐贈的中華扶輪獎學金，受獎學生提名建議由社友 James Chen 推薦其任

職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碩博士生，並需理事會議審查通過。（提案人 CP CK） 

說明：符合社內資源優先回饋南德社友的準則。 

決議：通過。 

六.下次理事會議時間：4 月 27 日（二）14：10 召開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