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當選人 魯逸群 PE Edmund 
副  社  長 陳建良 VP Thomas 
秘      書 廖清祺 S Leo 
財      務 蘇秋文 F PP Kenzo 
糾      察 高豐成 Allen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魯逸群 PE Edmund 
社    員委員會主委 陳輝燦 Philip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潘基水 Peter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黃淑惠 Jewel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湯桂禎 Rolisa 

‧09 月 29 日歡喜捐‧ 

‧09 月 29 日 例會出席率‧  

應出席社友：62 位  實到社友：36 位 
上週補出席：12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80%   我們想念您： 
Amy, Arjun, Benson, Chiaohui, Diana, Dollar, Freedom, 
Grace, Herbert, Judy, Kenjan, Kevin, Kuni, Max, News, Paul.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Terry, Victor, Yafang, Yufang 

‧本週節目‧  

‧社內活動訊息‧  

 
2.《2017 年 10 月 6 日／10 月 20 日(五) / 爐邊會》 
時  間：18：00~21：00 
地  點：晶華酒店國際聯誼廳 21 樓（北窗） 

3.《2017 年 10 月 06 日(五) / 合唱團活動》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4.《2017 年 10 月 14~15 日(六~日) / 二天一夜澎湖
南風合唱團音樂會及社服活動》 

5.《2017 年 10 月 22 日(日) / 讀書會活動》 
時  間：15：00~17：00 
地  點：合江街 116 巷 28 號 Coffee+咖啡店 
導讀書目：親愛的，你今天快樂嗎？(Philip 導讀) 

6.《2017 年 10 月 28 日(六) / 10 月份登山隊活動預
告『淡蘭古道+荖寮坑古道』》 

7.《2017 年 11 月 18 日(六) / 南德社服案－紙風車
劇團石碇區公演活動》 

時  間：19：00 
地  點：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小 

(新北石碇區永定里靜安路一段 245 號) 
8.《2017 年 11 月 21 日(二) / 第 396 次例會暨第 1、

3、9 分區聯合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待主辦社訂定 
主講人：柯文哲市長 

《2017 年 10 月 10 日(二) / 第 390 次例會適逢雙十
國慶休會一次》 

《2017 年 10 月 17 日(二) / 第 391 次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林承箕院長 
講  題：日常生活保健 

‧下週節目預告‧ 

‧社內活動訊息‧  

 
1.《2017 年 10 月 03 日(二) / 日文學堂》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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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03 日第 8 卷第 13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 創社 
褓   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   長 周金朝 P Chow 
第 3 8 9 次 例 會 社 刊  

聯  誼主委 劉貴美 Grace 
節  目主委 張明倫 Chocolate 
出  席主委 洪香萍 Tiffany 
歌  詠主委 林鈺鈞 Andy LIN 
社  刊主委 盧震宸 James 

9/29 全壘打二單位：$1000x62 人=$62000 

歡喜上期累計：$766,612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653,000 

歡喜本週小計：$62,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828,612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653,000 

拍賣上期累計：$8,8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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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41,000 

 

《2017 年 10 月 03 日(二)／第 389 次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DS Nelson 李世森地區秘書長 
主 題：智慧財產權的管理 
學  歷：東吳大學法律系 
扶  輪 
經  歷：

2001 年 3 月 28 日加入龍門社 
2004 年 6 月 19 日轉籍台北龍華創社社友 
2005-06 年度社長兼理事 
2006-07 年度地區年會鼓勵出席主委、地
區 YEP 委員會委員 
2007-08 年度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副主委 
、地區保健、訪飢及人道 3H 獎助委員、
地區講習會委員 
2008-09 年度地區副秘書、地區扶輪基金
研習會副主委、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地區獎勵委員會委員 
2009-10 年度地區災難救助主委 
2010-11 年度第十五分區副助理總監 
2011-12 年度地區新世代會議主委、地區
社員發展研習會 DMS 副主委 
2013-14 年度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副主委 
2014-15 年度第 20 分區助理總監 
2015-16 年度地區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6-17 年度地區南區秘書長 
2017-18 年度 3523 地區秘書長 

現  任：權益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負責人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1.《2017 年 10 月 07 日(六) / 扶輪反毒公益路跑暨

嘉年華園遊會》 
時 間：14：30 
地 點：大佳河濱公園 

2.《2017 年 10 月 13 日(五) / 9 分區褓姆盃高球賽
時 間：10：30~17：30（18：00 餐敘聯誼

地 點：老淡水球場(淡水中正路一段

3.《2017 年 10 月 14 日(六) / 扶輪沙龍音樂會活動
時 間：19：00~21：30 
地 點：文水藝文中心演奏廳(南京東路二段

 

 

 

 

 

 

 

 

 

 ‧09 月 29 日 第 388 次例會暨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 

4.《2017 年 10 月 21 日(六
時 間：15：00~17：30
地 點：松壽路 1-3 道路

5.《2017 年 10 月 27 日(五)/
時 間：17：00 註冊/17
地 點：台北君悅大飯店

6.《2017 年 11 月 03 日(六
昭亮台灣」根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

時 間：19：30 
地 點：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

扶輪反毒公益路跑暨

分區褓姆盃高球賽》 
餐敘聯誼/頒獎） 

淡水中正路一段 6 巷 32 號) 

扶輪沙龍音樂會活動》 

南京東路二段 124 號9 樓) 

次例會暨中秋大河渡輪之戀聯歡晚會及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六) / 9 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30 南德社輪值 

道路(威秀影城與 ATT 4 FUN) 
)/益成社授證 12 週年晚會》 

17：30 授證典禮 
台北君悅大飯店 3F 凱悅廳(松壽路 2 號) 

六) / 跨地區「扶輪有愛．
根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 

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 

 

及近期活動花絮‧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屆第 1 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二○一七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十三時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全體社員 

主席：Chow            記錄：Leo 

四、 主席宣布開會： 

五、 社長致詞：略 

六、 各委員會報告：略（另詳五大委員會報告） 

1.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Edmund 

2. 社員委員會主委 Philip 

3.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Peter 

4.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代理報告 Leo 

5.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Rolisa 

七、 秘書處報告： 

1. 社友擔任社內或次級團體的主委、總幹事等職務，都是本著服務熱情與奉

獻付出，若對社務有疑問或不清楚之處請與各主委、總幹事溝通詢問。請

社友發揮正向理解、善意解讀的態度，切勿猜疑耳語。 

2. 扶輪社的運作方式，是於新的年度就職前就籌備完成年度各項社務活動與

服務計劃，並編列財務收支預算。為了讓社務順利運作與推展，所以新年

度開始即依據年度計劃執行各項社務活動、服務計劃與募款。 

八、 扶輪知識推廣： 

1. Rotary Club Central 說明--- CP CK 

九、 臨時動議： 

1. 有關次級團體自主管理運作，建議補助款壹萬元是否取消。(提案人 Kenjan) 

2. 有關次級團體指定捐款，應直接匯入該團主委或總幹事帳戶便於管理。(提

案人 Edmund) 

3. 有關次級團體自主管理運作辦法，應由次團主委與團員自行討論決定，有

任何意見或建議也應與該團主委反應之。(提案人 Jim) 

十、 會議結束。接續例會議程 

 

※※五大委員會報告詳列如後～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屆第 1 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 

五大委員會報告 
1.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PE Edmund 

A. 聯誼(主委 Grace)/扶輪家庭活動(主委 Jim)：每⽉第⼀週例會舉辦喜慶⽇ 

已舉辦： 106/08/19 社服愛奇兒喘息營暨扶輪家庭、登山隊聯誼 

計劃中： 106/09/29 中秋大河之戀皇后號渡輪之夜聯歡晚會 

106/12/22 聖誕聯歡晚會 

107/02/23 第八週年授證慶典 

107/03/02~03 普悠瑪授證暨扶輪家庭台東二⽇遊活動 

107/06/22 感恩傳承晚會 

B. 次級團體活動 

登山隊(主委 Antony)：每⽉⼀次於週六或週⽇舉⾏ 

已舉辦： 07/23 林口森林步道健⾏（與扶輪家庭合辦交接餐敘） 

08/19 社服愛奇兒喘息營暨扶輪家庭、登山隊聯誼 

計劃中： 09/24 姜子寮山步道&泰安瀑布健⾏ 

讀書會(主委 Tiffany)：每⽉⼀次於週六 15:00~17:00 在 Michael 的 Coffee 原紅柿文創(合

江街 116 巷 28 號)舉⾏ 

已舉辦： 07/22 主題~擁抱絲路 

08/26 主題~罪⾏ 

計劃中： 09/16、10/21、11/18、12/16 

合唱團(主委 Shirley)：每⽉二次於週五 19:30~21:30 在⺠有⾥活動中⼼第三教室(⺠權東

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F)固定練唱 

已舉辦： 7/07、7/21、8/04、8/18、9/01 

計劃中： 9/15、09/22、10/27、11/10、11/17、12/01、12/15 

高爾夫(主委 Andy LIN)：每⽉⼀次於第二週的週四舉⾏ 

已舉辦： 7/13 新淡水球場、8/10 大屯球場、9/14 濱海球場 

計劃中： 10/13 老淡水球場（分區褓姆盃高球賽） 

日文學堂(主委 CP CK)：每週二 19:30~21:30 在⺠⽣社區活動中⼼ 814 教室（⺠⽣東路

五段 163 號 8F） 

2. 社員委員會主委 Philip（目前社員 62 人） 

A. 老社友回歸：2 位→08/01 授證 Alice 張雅琴 

→08/29 授證 Judy 戎義珠 

B. 請假社友：2 位→Money Vivian 劉凱妍、James 盧震宸 

C. 計畫中活動：爐邊會二場（10/06、10/20） 

分區 STAR 研習會活動（2018/01/13）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屆第 1 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 

3.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Peter 

A. 社內服務計劃(含地區、分區) 

已舉辦： 社區服務－106/08/19 天使⼼愛奇兒喘息營暨扶輪家庭、登山隊聯誼 

社區服務－106/08/23 唐氏症庇護工場手作館設備捐贈參訪 

計劃中： 社區服務－106/10/07 地區扶輪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社務服務－106/10/13 分區褓姆盃聯合高爾夫聯誼賽 

社區服務－106/10/14 扶輪沙龍音樂會聯合活動 

社區服務－106/10/14 澎湖南風合唱團 

社區服務－106/10/21 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社區服務－106/11/03 跨地區「扶輪有愛．昭亮台灣」根除小兒麻痺

慈善音樂會 

社區服務－106/11/18 紙風車劇團石碇公演活動 

社區服務－106/11 及 107/03 地區 RYLA 扶輪青年領袖營 

社務服務－107/01/13 分區 STAR 研習會 

社區服務－107/03 分區腎臟病防治活動 

社區服務－南德學堂「樂山教養院天使手作班」 

國際服務－Cambodia 國際救濟工程 GG 案與高槻東社/群英社合作 

社區服務－高雄六龜育幼院 

社區服務－環保議題~淨灘活動 

社區服務－環保議題~淨山活動 

B. 指定捐款或物資捐贈(含社內、社員) 

已捐款： 天使⼼愛奇兒喘息營 
唐氏症基金會庇護工場手作館設備捐贈 
沛思文教基金會「扶輪社沙龍音樂會」及「⽇新樂譯跨界科技音樂會」 
地區扶輪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澎湖南風合唱團 
分區褓姆盃聯合高爾夫聯誼賽 
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跨地區「扶輪有愛．昭亮台灣」根除小兒麻痺慈善音樂會(社員認購) 

計劃中： 紙風車劇團石碇公演活動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 
南德學堂－樂山教養院天使手作班 
吳念真中華⺠國快樂學習營 
高雄六龜育幼院 
地區 RYLA 扶輪青年領袖營 
分區 STAR 研習會 
分區腎臟病防治活動 
Cambodia 國際救濟工程 GG 案與高槻東社/群英社合作 

 



 

 

 

 

 

 

 

 

 

 

 

 

 

 

 

 

 

 

 

 

 ‧09 月 29 日 第 388 次例會暨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

4.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Jewel
RI 基金捐獻(已捐款)：

計劃中： 
中華扶輪基金會 
冠名獎學金(已捐款)： 
計劃中： 

5.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Rolisa
1. 08 ⽉ 23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

http://www.rocdown
AKCsjJV4r&bbsid=QD48PyomJTkyQCgrIyVeKw

2. 08 ⽉ 23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824/996

3. 08 ⽉ 23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
http://n.yam.com/Article/20170824228763

次例會暨中秋大河渡輪之戀聯歡晚會及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屆第 1 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

Jewel 
： Chow 周金朝 永久基金

Edmund 魯逸群、Tony 陳茂仁 鉅額捐獻
Echo 賴麗珠 累計七
Allen 高豐成、Chow 周金朝、 
Leo 廖清祺 

累計二

AndyLIN 林鈺鈞、Jewel 黃淑惠、
Philip 陳輝燦 

首捐 

全體社員 EREY(US100/

 
Tony 陳茂仁 冠名博士⽣ 1 名（
Chow 周金朝 冠名博士⽣１名（
全體社員 統⼀捐款($600/

Rolisa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唐氏症網站活動報導 2017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news_detail.php?bulletin=QD48PyomJTF
AKCsjJV4r&bbsid=QD48PyomJTkyQCgrIyVeKw==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ETNEWS 新聞雲報導 2017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824/996327.htm 

⽇南德社參訪唐氏症基金會→yam 蕃薯藤新聞報導 2017
http://n.yam.com/Article/20170824228763 

 

中秋大河渡輪之戀聯歡晚會及近期活動花絮‧ 

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 

永久基金 
鉅額捐獻 
累計七次 
累計二次 

 

EREY(US100/人) 
名（20 萬） 

冠名博士⽣１名（20 萬） 
($600/人) 

2017-08-24 發布
syndrome.org.tw/news_detail.php?bulletin=QD48PyomJTF

2017-08-24 發布 

2017-08-24 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