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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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44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1111....《《《《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000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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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30 
地  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 

2222....《《《《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05050505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時  間：11：00 集合／11：30 開球 
地  點：大屯球場，球場餐廳餐敘 

3333....《《《《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2525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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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生日：5/20 Philip、5/24 Dollar、5/31 Herbert 

尊眷生日：5/11 Tina 尊眷欽官 

結婚周年慶：5/19 Alumin 

‧‧‧‧五五五五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    

‧‧‧‧00004444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應出席社友：63 位  實到社友：30 位 
上週補出席：13 位  免計出席： 4 位 
本週出席率：73%   我們想念您：Alice, Alumin, 
Arjun, Chi William, Chiaohui, Ching Mei, Dollar, Echo, 
Edward, Freedom, Herbert, James Chou, Jason, Jennifer, Jim, 
Kenjan, Kevin, Kuni, Lillian, Linda, Max, Michael, 
Mechema, Neil,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Yufang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00005555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第第第第 44442222111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潘俊伸副院長 
講 題：認識現代抗老功能醫學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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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5 月 08 日第 8 卷第 40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 創社 
褓   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   長 周金朝 P Chow 
第第第第 4444 2 02 02 02 0 次次次次 例 會 社 刊例 會 社 刊例 會 社 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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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00005555 月月月月 0000888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44442020202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CP Michael 曾東茂董事長 

講 題：不動產市場展望及投資亮點 
學 歷& 
認 證：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碩士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士 

美國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CCIM） 

美國不動產諮商師（CRE） 

英國皇家特許資深測量師（FRICS） 

經 歷： RI D3523 17-18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暨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RI D3520 16-17 地區新社擴展委員會主委 

RI D3520 台北市華茂扶輪社創社社長 

RI D3520 15-16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RI D3520 14-16 地區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RI D3520 14-15 RFE 委員會主委 

RI D3520 13-14 扶輪領導人訓練推廣主委 

RI D3520 12-13 助理總監 

RI D3520 台北市華安扶輪社 09-10 社長 

瑞普萊坊董事長  

CCIM 台灣不動產投資協會創會理事長 

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公會副理事長 

現  任： 榮獲 RI3520 地區 2013 年扶輪建設獎

（Club Builder Award） 

全球最大公會全美不動產經紀人協會

（NAR）首位亞洲理事 

美加地區以外第一位 CCIM 資深講師 
2008 Real Estate Brokerage Summit全球十大

經紀人台灣代表 

4/24 呂家瑋講師回捐$2000 

4/24 認購「樂山畫冊」$500/本：Antony、Archimedes、
Chocolate、Chow、Grace、Jany、Leo、Shirley、Terry、
Tony 

歡喜上期累計：$1,495,794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2,118,000 

歡喜本週小計：$2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497,794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2,118,000 

拍賣上期累計：$10,8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6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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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6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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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社內社內社內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4444....《《《《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 ) / 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    
時  間：14：10~16：30 
主  題：電影欣賞會，片名「毀滅大作戰」 

5555....《《《《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18~2318~2318~2318~23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三三三三)/)/)/)/    高槻東社高槻東社高槻東社高槻東社授證授證授證授證
暨暨暨暨日本大阪六日本大阪六日本大阪六日本大阪六日遊活動日遊活動日遊活動日遊活動》》》》 

6666....《《《《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00005555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登山隊登山隊登山隊登山隊 00005555 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 
集合時間：09：00 新店捷運站集合 
登山地點：碧潭和美山+獅頭山 

7777....《《《《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00005555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44442222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第三次暨第三次暨第三次暨第三次
社務行政會議社務行政會議社務行政會議社務行政會議》》》》    
主  題：社服經驗分享與次級團體快樂分享 

8888....《《《《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00006666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南德社南德社南德社南德社春遊花蓮春遊花蓮春遊花蓮春遊花蓮
之旅二日遊活動之旅二日遊活動之旅二日遊活動之旅二日遊活動》》》》    

9999....《《《《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06060606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第八屆感恩傳承晚會第八屆感恩傳承晚會第八屆感恩傳承晚會第八屆感恩傳承晚會》》》》 
時間：17：30~21：30，地點後續通知 

1111....《《《《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第第第第 9999 分區腎病防治篩檢分區腎病防治篩檢分區腎病防治篩檢分區腎病防治篩檢
暨衛教講座暨衛教講座暨衛教講座暨衛教講座》》》》    

時 間：08：00～12：00 
地 點：雙和醫院 13F 國際會議廳(中和中正路 291 號)

2222....《《《《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    2020202018181818----19191919 總監會前會總監會前會總監會前會總監會前會》》》》    
時 間：13：00～13：50 
地 點：3523 總監辦公室(南京東路三段 285 號 9 樓) 

3333....《《《《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2020202018181818 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 DTADTADTADTA》》》》    
時 間：09：00～17：00 
地 點：台北圓山飯店(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4444....《《《《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18181818----19191919 地區社長秘書地區社長秘書地區社長秘書地區社長秘書聯席聯席聯席聯席
預備會預備會預備會預備會》》》》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大直典華 3F 仙履奇緣廳(植福路 8 號) 

5555....《《《《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0909090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時 間：13：00～17：30 
地 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00004444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444411118888 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八八八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11110000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04 月 24 日（星期二）14：30 召開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 
理事：Chow、Apple、Edmund、Thomas、Leo、Peter、Philip、Jewel 
監事：Paul、Chocolate 
缺席人員： 
理事：Kenzo(請假)、Michael(請假)、Edward(請假)、Rolisa(請假)、Neil(請假) 
監事：Kevin(請假) 
主席：理事長 Chow        紀錄：秘書 Leo 
一.出席報告：第 8 屆理事應出席 13 位，實出席 8 位，請假 5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18/03/31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案由：社友 Jennifer 提請請假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暫定請假期間為 4~12 月，並請介紹人 Kevin 了解情況，再行決議請假時間。 

（三）案由：由第 9 分區華中社主辦及各社協辦之「為愛而腎－腎臟病防治篩檢暨衛教講座」案
（Global Grant No: 1863533）於今年度將舉行二場次（5 月 12 日及 6 月 16 日），需求
各社人力支援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三） 
決議：通過。目前將由社長、秘書、PE Edmund 及服務計畫主委 Peter、Philip、Jewel 等 6 人

出席參加支援活動。 
（四）案由：2018 年 05 月～06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另 5/29 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主題訂定為社服經驗分享與次級團體快樂分享。 

青少年服務月 May 2018 

2018 年 05 月 01 日（二）第 419 次例會適逢勞動節休會 

2018 年 05 月 05 日（六）2018-19 年度社訓練師研習會 CTTS（附件四） 
時間：13:00~17:0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 樓 801 室(台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2018 年 05 月 08 日（二）第 420 次例會暨 5 月喜慶日 
CP Michael 曾東茂／不動產市場展望及投資亮點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5 月 12 日（六）「為愛而腎-腎臟病防治篩檢暨衛教講座」（附件
三） 

時間：08:00~12:00 
地點：雙和醫院 13F 國際會議廳(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2018 年 05 月 14 日（一）2018-19 年度總監會前會（附件五） 
時間：南德社 13:00~13:50 
地點：3523 地區辦事處(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85 號 9 樓) 

2018 年 05 月 15 日（二）第 421 次例會 
潘俊伸副院長／認識現代抗老功能醫學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5 月 18~23 日（五~三）高槻東社授證暨日本大阪六天五夜旅遊活動 

2018 年 05 月 19 日（六）2018 年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附件六） 
時間：09:00~17:00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八八八八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11110000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018 年 05 月 22 日（二）第 422 次例會 
社友 Chi William／快樂義大利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5 月 24 日（四）2018-19 年社長秘書聯席會預備會 
時間：14:30~17:00 
地點：典華三樓仙履奇緣廳(台北市植福路 8 號) 

2018 年 05 月 29 日（二）第 423 次例會暨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 
及第 11 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扶輪聯誼月 June 2018 

2018 年 06 月 05 日（二）第 424 次例會暨 6 月喜慶日 
林垂立老師／平凡的人不平凡的旋律人生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6 月 09 日（六）2018-19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DMS 
時間：13:00~17:30 
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2018 年 06 月 12 日（二）第 425 次例會 
李福仁經理／專題演講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6 月 12 日（二）地區社長秘書畢業聯歡會 
時間：18:30~21:00 
地點：典華三樓仙履奇緣廳(台北市植福路 8 號) 

2018 年 06 月 19 日（二）第 426 次例會暨第 12 次理監事會議 
CP CK 林肇寬／2018 年打油詩新作分享 
時間：12:00~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2018 年 06 月 24~27 日（日~三）加拿大多倫多國際年會 

2018 年 06 月 26 日（二）第 427 次例會移動 6 月 29 日（五）第八屆感恩傳
承晚會舉辦，故當天不開例會 

2018 年 06 月 29 日（五）第八屆感恩傳承晚會 
時間：17:30~21:30 
地點：待通知 

四.臨時動議： 
（一）案由：社友 Yufang 費用因故遲遲未繳，且經由介紹人與秘書先後了解還是未果，為恐延誤

社務運行，故先暫停計費，並由社長出面了解實際情況再議。 
決議：通過。 

（二）案由：服務計劃主委 Peter 提案發動贊助「北安救難大隊水上救生設備」，預計發動社友捐款
$45000 元，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 
（三）案由：本社預定 6 月 2~3 日舉辦春遊花蓮之旅，名額限定 40 位，全程費用自付，並由秘書

與扶輪家庭主委籌畫主持，委請 PP Linda 與權哥處理飯店住宿事宜；另 6/2 午餐由 PE 
Edmund 招待、6/2 晚餐由 PP Linda（權哥）招待、6/3 午餐由 P Chow 招待，提請通
過。 

說明：原定 3 月初安排本社花東金蘭社授證暨旅遊行程，因花蓮地震與救災為先，故順延至
6 月 2~3 日改為春遊花蓮之旅！ 

決議：通過。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