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0 年 12 月 05 日(六) / 熱舞團活動》 
時  間：16：00~17：00 
地  點：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91 號 14 樓之 2 

2.《2020 年 12 月 08 日(二) / 合唱團活動》 
時 間：14：10~16：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3.《2020 年 12 月 11~13 日(五～日)/ 第 556 次例會
曁第 11 屆聖誕聯歡晚會暨參訪公東高工社服暨
扶輪家庭暨登山隊四合一活動》 

4.《2020 年 12 月 17 日(四) / 高爾夫 12 月例賽》 
時  間：09：30 集合／10：00 開球 
地  點：礁溪球場／球場餐廳餐敘 

5.《2020 年 12 月 22 日(二) / 第 557 次例會移動參
訪惜食廚房》 

時  間：10：00~12：00，中午吃惜食便當 
地  點：惜食廚房(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31 號) 

6.《2020 年 12 月 27 日(日) / 讀書會活動》 
時  間：08：30 逸仙路 42 巷口集合共乘出發 
地  點：金瓜石地質公園~冠軍漁夫鍋午餐~和平

島之旅~正濱漁港彩虹屋 
主 題：攝影師眼中的基隆之美 

‧社內活動訊息‧  

‧下週節目預告‧  

應出席社友：52 位  實到社友：42 位 
上週補出席： 0 位  免計出席： 0 位 
本週出席率： 81%  我們想念您： 
Allen, Archimedes, James Chen, James Chou, Kuni, Paul, 
Robert, Steve, Tony, Vincent 

‧ 11 月 24 日例會出席率‧  

‧11 月 24 日歡喜捐‧ ‧本週節目‧  

《2020 年 12 月 08 日(二)/第 555 次例會暨第 11 屆
社員大會暨第 12 屆理監事、職員選舉》 

時 間：11：50~14：00／地點：康華 B1 華貴廳 
說  明：無法出席者需委託代理人出席投票職權 

‧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 

‧ 12 月喜慶‧  

社員生日：12/5 Leo、12/19 Edmund、12/25 Tina、
12/30 Rico 

寶尊眷生日：12/10 Tony 寶眷靖琪、12/13 Kitty 尊
眷邱祥、12/25 David 寶眷雅如 

結婚週年：12/7 Max、12/10 Paul、12/11 James Chen 
、12/16 Tina、12/17 News、12/22 James 

 

 

 

 

 

 

 

  

 

 

 

 

 

 

 

 

 

 

 

 

 

 

 

 

 

 

 

 

 

 

 

 

 

 

 

 

 

 

 

 

 

 

 

 

 

Alex $1000 Apple $1000 Benson $1000 

Chi William $1000 Chow $1200 CK $1000 

Echo $2000 Edmund $1000 Edward $1000 

Grace $1000 Jim $1000 Kitty $2000 

Leo $5000 Linda $10000 Money Vivian $1000 

News $1000 Rolisa $1000 William $1000 

陳鄭權 $5000 台灣加盟協進會貴賓 $5000 

11/24 指捐地區麻將公益賽：Edmund $10000 

'歡喜本期累計：$832,380 指定服務專款本期累計：$3,653,400 
歡喜本週小計：$43,2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0000 

歡喜總計：$875,58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3,663,400 

拍賣本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411,000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411,000 

 

《2020 年 12 月 01 日(二) /第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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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怡珍主播 
講  題：新媒體浪潮下的企業吸睛術 

～從影片行銷談起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哈佛大學 HCAP 交換學生項目代表 
史丹佛大學 FACES 交換學生項目代表 

經 歷： 2011 年香港鳳凰衛視《鳳凰Uradio》主持人 
2013 年東森電視財經晚報主播 
2016年Yahoo TV《科技敲敲門》主持人、製作人 
2018 兩岸財經科技脫口秀《小路 3分鐘》
第一季主持人 
2018 TVBS新聞《科技不一樣》主持人 
2018 風傳媒《下班經濟學》嘉賓主持人 
2018《創新中國一台灣速度》主持人 
2019 年飛碟電台《ISEE夢想家》主持人 
台灣電視圈首位英語專訪 Google 全球總
裁 Eric Schmidt 的女主播 
多次英語主持華人圈重量級 CEO 與政界
領袖專訪，包括孫正義、李開復、李安
與唐鳳等 

專 長： 科技商業趨勢與國際外交領域 
現  任： 風傳媒和飛碟電台主持人 

節目小路問路《Ask the Expert》主持人、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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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01 日第 11 卷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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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次 例 會 社 刊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6743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674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6%AD%A3%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9%96%8B%E5%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B3%B3
https://www.nownews.com/news/global/5052545


1.《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 地區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 間：13：00～17：3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10F 國際會議廳 

2.《2020 年 12 月 18 日(五)/ 地區司儀/主持研習會》 
時 間：08：00 報到～12：00 
地 點：文化大學大新館/數位演講廳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3.《2021 年 01 月 16 日(六) / 華安社 25 週年社慶》 
時 間：17：30～21：30 
地 點：晶宴會館民生館 B2 圓環劇場 

4.《2021 年 01 月 30~31 日(六~日)/地區扶輪青年領袖
獎RYLA 活動》 

地 點：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淡水教育中心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11 月 24 日第 553 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十一屆第 5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20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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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isa、CK、R.Gift、Linda、Chow、Grace、Kitty；候補理事

James、David、Jay 
監事：Edward、Max、Jany 
缺席人員： 
理事：Archime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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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認通過：11 月 4 日線上臨時理事會【案由】南德扶輪社將承辦「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台灣扶輪

人元旦升旗典禮活動」，並代收國際扶輪六個地區扶輪社活動費用，同時提供南德社公文章及帳戶做
使用。補充說明：褓姆提案，藉此國家元旦升旗慶典迎接晨曦，並為 2021 年國際扶輪年會在台灣舉
行暖身，宣揚國際年會活動，以喚起全國扶輪人能夠熱情積極來參與此盛會。活動收支，南德社另開
設新帳戶專款專用，與南德社原帳務分離，活動盈虧部份，如有虧損，褓姆承諾全權負責，倘若有盈
餘部份，由理事會及褓姆再開會討論處理方案。其 110 年元旦總統府升旗活動的所有費用都由褓姆負
責，不會用到南德社的經費，在此說明通過本項提案，後續各項配合活動就由秘書處執行。 

（二）本社因 PP Chow 擔任 3523 地區薩克斯風 2 千破金氏紀錄主委職務，故將承辦地區「國際扶輪 End Polio
薩克斯風 2000 管破金氏世界紀錄」活動，其活動代收報名表、報名費與贊助款，未免與社內帳務混
淆，將另提供合作金庫帳號（與元旦升旗典禮活動共用帳號）使用。（附件四） 

（三）有關地區公函「2020-21 年度扶輪青年領袖獎 RYLA 活動說明與分攤金事宜」，分攤金$6000 已於今年 5
月 12 日第二次預備理事會已通過預算書隨同地區配合款編入預算內，故不予再討論。另扶青團工作人
員及學員報名 RYLA 活動已轉發給扶青社安排報名事宜。（附件五） 

（四）有關 12 月 11~13 日（五~日）南德社聖誕晚會暨參訪公東社服暨扶輪家庭及登山隊四合一活動乙案，其
行程及費用請詳附件，另 IOU 全壘打 10 單位（每單位 100 元）。晚會節目安排熱舞團開場及原住民樂
團駐唱，另將安排社友聖誕禮物($500)交換時間。（附件六） 

（五）社友 Jany 原定冠名捐款中華扶輪獎學金 15 萬元給推薦生 Kook Soosanna(鞠蘇撒拿)，現因申請資格不
符，故轉以「南德學堂獎學金」名義捐款給該指定學生 Kook Soosanna(鞠蘇撒拿)，並將擇期於例會頒發
獎學金。 

四.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20/10/31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案由：地區公函〜「函請各社推薦地區指定總監提名人(即 2023-24 年度地區總監)」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二）推薦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12 月 14 日(一)下午 5：30，請將總監提名人資料、扶輪社推

薦書及總監提名候選人聲明書送達地區辦事處。 
決議：暫不推薦。 

（三）案由：地區公函〜「函請各社踴躍報名參加 2021 年地區年會聯合午餐會及總監之夜晚宴」，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三）地區年會時間：2021 年 3 月 27 ~28 日（六~日），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另依據行事

曆已安排移動 3 月 30 日（二）例會參加。 
決議：通過，移動例會參加 3/27（六）地區年會單分區聯合例會午餐會（預計 20 人）；另晚宴自費參加

（預計 7~8 人）。 
（四）案由：本社依據 20-21 年度行事曆訂定 2021 年 2 月 23 日（二）舉辦南德社十一週年社慶授證晚會，場

地訂為大直典華飯店，相關事宜擬將成立授證籌備小組全權規劃，提請公決。 
說明：授證餐費、晚會節目安排暨相關費用討論 
決議：通過，場地訂定大直典華飯店，餐費$1200/人，依慣例由 PE Echo 擔任第 11 屆社慶籌備會主委，

擇期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五）案由：2020 年 12 月份～2021 年 01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①12/08 例會舉辦「第十一屆社員大會暨第十二屆職委員選舉」 
②12/11~12/13 舉辦「聖誕聯歡晚會暨公東高工社服暨扶輪家庭、登山隊四合一活動」 
③12/15 例會移動聖誕聯歡晚會暨四合一活動，故當天休會一次 
④12/22 移動例會參訪惜食廚房 
⑤12/29 例會舉辦「北安救難大隊」社服頒贈儀式 
⑥01/19 例會依據行事曆原訂安排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將移動 02/09 例會舉辦 
⑦01/19 例會舉辦「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社服頒贈儀式 

決議：通過。 
December 疾病預防及治療月 2020 

2020 年 12 月 01 日（二）第 554 次例會暨 12 月喜慶日 
路怡珍老師／新媒體浪潮下的企業吸睛術～從影片行銷談起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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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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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020 年 12 月 08 日（二）第 555 次例會 
第十一屆社員大會暨第十二屆職委員選舉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0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13 日（五~日）南德社聖誕聯歡晚會暨公東高工社服暨扶
輪家庭、登山隊四合一活動 

2020 年 12 月 12 日（六）地區 2021-22 年度扶輪獎助金管理研習會(GMS) 
時間：13：00~17：30 
地點：圓山大飯店 10F 國際會議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2020 年 12 月 15 日（二）第 556 次例會移動南德社聖誕聯歡晚會暨四合一活動 
故當天休會一次 

2020 年 12 月 18 日（五）地區 2020-21 年度司儀/主持(MHTS)研習會 
時間：08：00~12：00 
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數位演講廳(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4 樓) 

2020 年 12 月 22 日（二）第 557 次例會移動惜食廚房參訪 
社服活動－惜食廚房參訪 
時間：10：00- 12：00 
地點：惜食廚房(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31 號) 

2020 年 12 月 29 日（二）第 558 次例會暨社服頒贈儀式暨第 6 次理監事會議 
北安救難大隊／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January 職業服務月 2021 
2021 年 01 月 01 日（五）適逢元旦休假 
2021 年 01 月 05 日（二）第 559 次例會暨 01 月喜慶日 

吳依凡老師／邂逅美妙的阿根廷探戈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1 月 12 日（二）第 560 次例會 
PP Chih-Hsin 林志鑫／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1 月 19 日（二）第 561 次例會暨社服頒贈儀式 
黃越綏老師／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1 月 20 日（三）地區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席會 
時間：15：00~17：00 
地點：大直典華 3F 溫莎堡廳 

2021 年 01 月 26 日（二）第 558 次例會暨第 7 次理監事會議 
ACC 中部執行長 劉慶源／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21 年 01 月 30~31 日（六～日）2020-21 年度扶輪青年領袖獎 RYLA 活動 
時間：週六 9:00-22:00、週日 7:00-17:00 
地點：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淡水教育中心(新北市淡水鄧公路 266 號) 

四.臨時動議： 
（一）本社承辦地區「國際扶輪 End Polio 薩克斯風 2000 管破金氏世界紀錄」活動（附件四），為響應該活動

表達支持之意，故擬提贊助款$5000 元贊助此活動，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 

（二）本社因承辦明年度元旦升旗典禮活動、地區「國際扶輪 End Polio 薩克斯風 2000 管破金氏世界紀錄」活
動，因 2 月份將舉辦 11 週年社慶活動，及新年度社務活動規劃與籌備，12、1、2 月工作量增加，執秘
1 人恐無法負荷，擬聘僱短期時薪工讀生，預計於 12 月至明年 2 月期間，每月需 30～40 小時、時薪
200 元，以紓解工作量，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委由秘書處全權處理聘僱事宜。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