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 ) / 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    
時  間：20：00~22：00 
地  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 

2222....《《《《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9999 月例賽月例賽月例賽月例賽》》》》    
時  間：12：00 集合／12：30 開球 
地  點：永漢球場，球場餐廳餐敘 

3333....《《《《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4444....《《《《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登山隊登山隊登山隊登山隊 9999 月月月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時  間：9/7 先行探路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地  點：老梅冷泉青山瀑布登山健行 

5555....《《《《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444492929292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總監公暨總監公暨總監公暨總監公
式訪問暨喜慶日式訪問暨喜慶日式訪問暨喜慶日式訪問暨喜慶日》》》》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DG Joy 地區總監 
講  題：2019-20 RI 年度主題&地區年度目標 

6666....《《《《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 9999 月活動月活動月活動月活動》》》》    
時  間：14：30~17：00 
地  點：淡水海納川 

主  題：日俄戰爭對歷史演變的影響/PP Justin 主講
7777....《《《《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 /) /    爐邊會爐邊會爐邊會爐邊會》》》》    
時  間：15：00 進場聯誼/18：00~21：30 餐敘 
地  點：華國飯店 3F 宴會廳(林森北路 600 號)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九月喜慶九月喜慶九月喜慶九月喜慶二二二二次慶賀預告次慶賀預告次慶賀預告次慶賀預告‧‧‧‧9/249/249/249/24 慶賀慶賀慶賀慶賀    

社員生日：9/1 Shirley、9/13 James Chou、 
9/27 Paul、9/28 James Chen 

寶眷生日：9/26 Chi William 寶眷素娥 
結婚週年：9/3 Simon 

‧‧‧‧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上週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00009999 月月月月 00003333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應出席社友：55 位  實到社友：30 位 

上週補出席：11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 77%  我們想念您： 

Allen, Benson, Chiaohui, Edmund, James, Jany, Jason, Jay, 

Jewel, Jim, Joanna, Kitty, Kuni, Linda, Money Vivian, Neil, 

Paul, Philip,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Thomas 

‧‧‧‧00009999 月月月月 00003333 日例會出席率日例會出席率日例會出席率日例會出席率‧‧‧‧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44449090909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已移動中秋晚已移動中秋晚已移動中秋晚已移動中秋晚
會會會會，，，，故當天休會一次故當天休會一次故當天休會一次故當天休會一次》》》》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44449191919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第一次社暨第一次社暨第一次社暨第一次社
務行政會議務行政會議務行政會議務行政會議》》》》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說  明：五大委員會年度計畫介紹 

‧‧‧‧下下下下週週週週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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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09月 06日第 10卷第 10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創社 
褓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長 陳建良 P Thomas 
第第第第 4 9 0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0000666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44449999000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中秋晚暨中秋晚暨中秋晚暨中秋晚會會會會》》》》    

時間 
程         序 擔任職務社友 

17:30 

18:30 

報到、聯誼 

敲鐘、開會 

 

主席 P Thomas 

18:31 介紹來賓 聯誼 Max 

18:33 

18:36 

18:41 

主席時間 

秘書報告 

糾察活動 

主席 P Thomas 

秘書 Antony 

糾察 Vincent 

18:43 敲鐘宣佈散會 主席 P Thomas 

 節目晚會時間 主持：Max、趙老師 

18:45 

18:53 

19:30 

19:45 

20:10 

20:30 

南德合唱團獻唱 

琴聲悠揚爵士樂 

啤酒大賽 

男女對唱賽 

琴聲悠揚爵士樂 

南德歡唱慶中秋 

歌詠 Shirley &南德合唱團 

伊爾根爵士四重奏樂團 

Max、趙老師 

Max、趙老師 

伊爾根爵士四重奏樂團 

Max、趙老師 

21:30 

21:50 

大合唱、大合照 

Happy End 

Max、趙老師 

Antony $1000 Archimedes $1000 Chi William $1000 

Chow $2000 David $888 Echo $2000 

Lizzy $1000 R.Gift $2000 Tony $2000 

Vincent $888 William $1000  

歡喜本期累計：$716,482 指定服務專款本期累計：$2,056,700 

歡喜本週小計：$14,776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731,258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2,056,700 

拍賣本期累計：$2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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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23,000 

 



1111....《《《《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南茂社南茂社南茂社南茂社 2019201920192019----20202020 年度肝病篩年度肝病篩年度肝病篩年度肝病篩
檢聯合社區服務檢聯合社區服務檢聯合社區服務檢聯合社區服務》》》》    

時 間：08：30～11：30 
地 點：新莊高中活動中心(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 99 號

2222....《《《《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地區年會籃地區年會籃地區年會籃地區年會籃球聯誼賽球聯誼賽球聯誼賽球聯誼賽》》》》    
時 間：08：20 報到／09：00 開賽 
地 點：臺北體育館紅館 4F(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 

3333....《《《《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地區第一次職業論壇地區第一次職業論壇地區第一次職業論壇地區第一次職業論壇～跨跨跨跨
境電商與新型商業模式境電商與新型商業模式境電商與新型商業模式境電商與新型商業模式》》》》    

時 間：12：00～14：30 
地 點：文化大學大新館 4F 數位演講廳 

4444....《《《《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扶輪愛樂扶輪愛樂扶輪愛樂扶輪愛樂••••連結世界連結世界連結世界連結世界」」」」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根根根根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    
時 間：19：30～21：30 
地 點：國父紀念館 

5555....《《《《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00007777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
時 間：9：00 報到／10：00 開球／10：30 開賽 
地 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赤塗崎 34-1 號) 

6666....《《《《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分分分分區區區區褓姆盃高球褓姆盃高球褓姆盃高球褓姆盃高球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
時 間：11：20 報到／12：00 開球 
地 點：老淡水高爾夫球場(淡水中正路一段 6 巷 32 號)

7777....《《《《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第九分區聯合捐血活動第九分區聯合捐血活動第九分區聯合捐血活動第九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時 間：12：30～18：00/南德輪值 15:00~17:30 
地 點：松壽路 1-3 道路(信義威秀及 ATT 4 Fun 之間)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9999 月月月月 03030303 日第日第日第日第 44448888999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及及及及近期活動花絮近期活動花絮近期活動花絮近期活動花絮••••  

社長當選人 廖清祺 PE Leo 

副  社  長 賴麗珠 VP Echo 

秘      書 吳昇蔚 S Antony 

財      務 周秀亮 F Tina 

糾      察 洪慶宗 Vincent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廖清祺 PE Leo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 高豐成 Allen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李倉廷 Edward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周金朝 PP Chow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張郁仁 PP Nice 

 

 

 

 

 

 

 

 

 

 

 

 

 

 

 

 

 

聯  誼主委 廖進平 Max 

節  目主委 曹慧玲 News 

出  席主委 周逸文 James Chou 

歌  詠主委 郭曉莉 Shirley 

社  刊主委 曾桂枝 PP Ap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