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當選人 周金朝 PE Chow 
副  社  長 魯逸群 VP Edmund 
秘      書 陳建良 S Thomas 
財      務 王鵬翔 F Benson 
糾      察 吳昇蔚 Antony 

行政管理
社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
公共關係

‧本週節目‧  

《2017 年 4 月 11 日(二)/第 364 次例會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蘇書平老師 
講  題：用閱讀尋找未來職場及企業關鍵

升級能力 
學  歷： 台灣大學在職專班、倫敦大學

Visualize ValueSelling B2B 業務銷售認證
哈佛學院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認證
維吉尼亞大學 Design Thinking
法國 INSEAD-BMI Program 商業創新認證
Udacity 學院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How to 
Build a Startup 新創方法論認證

經  歷： 台灣大學教育推廣部管理碩士學分班創新創
業共同教師 
台灣大學 TEC 和台北創新創業中心業師
行政院青創基地業師、時報出版社客座講者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企小聚客座講者和業師
資策會新創團隊商業務開發講師

現  任： 先行智庫/為你而讀執行長 

‧四、五月喜慶預告‧將於5月9日母親節喜慶日慶賀

《2017 年 04 月 15 日(六)/ 第 365 次例會
移動例會》 
時  間：08:00 DLS 會議；09:00 分組討論

11:40 午餐會；12:30 開幕式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7 年 04 月 18 日(二)/ 第 365 次例會

‧下次節目預告‧ 

五月
提前 
慶賀 

四
月
補
慶

賀 

社員生日：5/20 Philip、5/24 Dollar、
寶尊眷生日：5/11 Tina 尊眷欽官 
結婚周年慶：5/14 Yafang、5/19 Alumin

社員生日：4/05 Chiaohui、4/07 Tommy
寶尊眷生日：4/15 Robert 寶眷美貞

寶眷慧芳、4/17 James
4/19 Kevin 寶眷庭毓 

結婚周年慶：4/14 Kevin、4/16 Kenjan
4/20 Edmund、4/27Antony

 

 

 

 

 

 

 

 

 

 

 

 

 

 

 

 

 

 

 

 

 

 

 

 

 

 

 

 

 

 

 

 

 

 

 

 

 

 

 

 

 

 

 

 

 

2010 年 2 月 23
褓    姆  陳茂仁
社    長  曾桂枝
第 3 6 4 次

註記：紅包表為 03/28 喜慶日已領取喜慶禮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周金朝 PE Chow 
    員委員會主委 張明倫 Chocolate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廖清祺 Leo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賴麗珠 Echo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林彥博 Paul 

‧03 月 28 日 例會出席率

應出席社友：67 位  實到社友
上週補出席：15 位  免計出席
本週出席率：74%   我們想念您
Change, Chiaohui, Echo, Freedom, 
James Chou, Jason, Jennifer, Jonathan, 
Megan, Michael, Money Vivian,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次例會》 

用閱讀尋找未來職場及企業關鍵 

倫敦大學 UCL 未來教育 
業務銷售認證 
設計思考認證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認證 
商業創新認證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How to 
新創方法論認證 

台灣大學教育推廣部管理碩士學分班創新創

和台北創新創業中心業師 
時報出版社客座講者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企小聚客座講者和業師 
資策會新創團隊商業務開發講師 

日母親節喜慶日慶賀 

‧03 月 28 日 歡喜捐

次例會暨地區年會

分組討論 
開幕式 

例會移動休會》 

1.《2017 年 04 月 11 日(二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2.《2017 年 04 月 13 日(四
時  間：10：35 集合／
地  點：台北球場，球場餐廳餐敘

3.《2017 年 04 月 21 日(五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4.《2017 年 04 月 22 日(六
時  間：15：00~17：00
地  點：合江街 116 巷
主  題：旅遊 

5.《2017 年 04 月 29 日(六
集合時間：09：30 坪林加油站旁
登山地點：坪林金瓜寮溪精華段健行步道
中午餐敘：金溪露營區

6.《2017 年 05 月 09 日(二
喜慶暨社會服務》 
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吳念真老師 
說  明：敬邀社員、寶眷

‧社內活動訊息‧

、5/31 Herbert 
 

5/19 Alumin 

Tommy、4/07 Yafang 
寶眷美貞、4/16 Kenjan
4/17 James 寶眷明珠、

 
4/16 Kenjan、4/19 Kuni、

4/27Antony、4/27 Apple 

辦事處：10441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
電  話：（02）2522-2826 
例  會：每週二 11：50~14
2017 年 04 月 11 日第 7 卷第

23 日 創社 
陳茂仁 PDG Tony 
曾桂枝 P Apple 
次 例 會 社 刊  

聯  
節  
出  
歌  
社  

Antony $888 Apple $2000

Chow $1000 Edmund $1000

Jim $888 Kenjan 

Linda $1000 Terry $1000

歡喜上期累計：$1,389,081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12,10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401,189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

拍賣上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

 

喜慶日已領取喜慶禮 

例會出席率‧  

實到社友：33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我們想念您：Alumin, Amy, Arjun, 

Freedom, Grace, Herbert, James, 
, Jonathan, Justice, Kuni, Leo, 

Money Vivian, News, Paul, Peter, Richard, 
Simon, Tony, Victor, William, Yufang 

歡喜捐‧  

二) / 日文學堂》 
30 

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 
四) / 高爾夫 04 月份例賽》 

／11：05 開球 
球場餐廳餐敘 

五) / 合唱團活動》 
30 

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六) / 讀書會活動》 
00 

巷 28 號 Coffee+咖啡店 

六) / 登山隊 04 月份活動》 
坪林加油站旁(北宜路 8 段 61 號) 

坪林金瓜寮溪精華段健行步道 
金溪露營區，由 PP Sunny 大廚神野炊 

二)/ 第 368 次例會暨母親節

0 
華貴廳 

寶眷、尊眷與母親們同歡 

‧ 

中山北路一段 53 巷 20 號 7 樓之 9 
   傳  真：（02）2522-1175 

0~14：00 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卷第 38 期 

  誼主委 陳柏文 Kevin 
  目主委 魯逸群 Edmund 
  席主委 洪慶宗 Vincent 
  詠主委 李倉廷 Edward 
  刊主委 張郁仁 PP Nice 

Apple $2000 Benson $1000 

Edmund $1000 Jewel $1000 

 $666 Kevin $1000 

Terry $1000 Thomas $666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654,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654,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10,888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10,888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1.《2017年4月15日(六)/2017 年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時間：08：00~11：2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 室 

2.《2017 年 4 月 15~16 日(六~日) / 2017
午餐會及晚宴》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信義路五
4／15：08:00 DLS 會議；09:00 分組討論

11:40 午餐會；12:30 開幕式
4／16：08:30 扶輪基金表揚；11:50

12:50 聯合例會；14:30 第四全會暨頒獎
3.《2017 年 4 月 22 日(六)/華中社授證
時間：18：00~21：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3F 金枝玉葉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03 月 28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

4.《2017 年 5 月 06 日(六
DTA》 

時間：08：30~21：30 
地點：台北美福大飯店

5.《2017 年 5 月 23 日(二
時間：09：00~10：00 
地點：3523 總監辦公室(
參加對象：2017-18 社長

主委、基金主委
6.《2017 年 6 月 03 日(六)

習會 DMS》 
時間：13：30~17：30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10F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年地區領導人研習會DLS》 

2017 年地區年會

信義路五段 1 號) 
分組討論 

開幕式；18:00 晚宴 
11:50 午餐會 
第四全會暨頒獎 

華中社授證 19 周年慶典》 

金枝玉葉廳 
 

8 日 第 362 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六) / 2017 年地區訓練講習會

 
美福大飯店(中山區樂群二路 55 號) 

二) / 2017-18 總監會前會》 
 
(南京東路三段 285 號 9 樓) 

社長、秘書、財務、社員發展
基金主委、幹事最少六人 

) / 2017-18 地區社員發展研

 
10F 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七屆第 9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17 年 03 月 28 日(星期二)14：00 召開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 

理事：Apple、Linda、Chow、Edmund、Thomas、Benson、Antony、Chocolate、Kevin、後補理事 Neil、

Allen 

監事：R.Gift、Tina、Edward、候補監事 Andy LIN 

主席：理事長 Apple        紀錄：Thomas 

缺席： 

理事：Echo(請假)、Michael(請假)、Leo(請假)、Paul(請假) 

一.出席報告：第 7 屆理事應出席 13 位，實出席 9 位，請假 4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17/02/28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詳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案由：台北南茂社創社授證慶典於 4 月 8 日（六）國賓飯店擧行，現就南德社參加慶典社員

之餐費收取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詳附件二 

決議：通過。1.創社輔導金 20 萬元→依 11 月 29 日理事會決議，由本社歷屆結餘款提撥。 

2.輔導委員（1~10 屆社長）自行 IOU 祝賀，不另計餐費。 

3.鼓勵社員出席祝賀（南茂餐費$1500，社內補助$750，自付$750）。 

(三)案由：本社擬將 6 月 27 日（二）例會移動至 6 月 23 日（五）舉辦第七屆感恩傳承晚會，提請

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授權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暨秘書處籌辦有關事宜。 

(四)案由：本社擬於 5 月 9 日（二）例會舉行『吳念真/快樂兒童學習營』社會服務捐贈（20 萬元）

儀式，並於同日慶祝母親節，邀請寶尊眷聆聽演講（免計餐費），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 

(五)案由：106 年 04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 

母親及兒童健康月 April 2017 

106/04/01~04/04（六~二）清明假日休假 

106/04/04 (二) 第 363 次例會 

適逢清明假日休會一次 

106/04/08 (六) 台北南茂社創社慶典 

時間：17:00 報到~18:00 敲鐘開會~19:30 結束 

地點：國賓飯店 2F 國際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106/04/11 (二) 第 364 次例會 

蘇書平老師／用閱讀尋找未來職場及企業關鍵升級能力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七屆第 9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6/04/15 (六) 2017 年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 

時間：18:00~11:2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 室 

106/04/15~16 (六~日) 2017 地區年會 

時間：表列如下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4/15(六) 

09:20~09:45 
地區年會嘉年華會

友誼之家開幕 
101 室 

09:00~11:10 分組討論 201 室 

10:30~11:30 提案表決開票 106 室 

11:40~12:30 午餐會 
3F 宴會廳、

南軒、北軒 

12:30~15:30 開幕式暨第一全會 3F 大會堂 

15:50~17:30 第二全會 3F 大會堂 

18:00~19:00 晚宴 
3F 宴會廳、

南軒、北軒 

19:00~21:30 總監之夜 3F 大會堂 

4/16(日) 

08:30~11:30 
第三全會暨扶輪基

金表揚大會 
201 室 

11:40~12:30 午餐 
3F 宴會廳、

南軒、北軒 

12:50~14:20 聯合例會 3F 大會堂 

14:30~17:50 第四全會暨閉幕式 3F 大會堂 
 

 

106/04/18 (二) 第 365 次例會移動至 4/15(六)2017 地區年會舉辦， 

故當天不開例會 

106/04/22 (六) 華中社 19 週年授證慶典                    （附件三） 

時間：18:00~21: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3F 金枝玉葉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106/04/25 (二) 第 366 次例會 

歐子豪老師／日本酒の美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四.臨時動議： 

(一)案由：本社服務計劃已達年度目標，將於地區年會（4/15）前截止社員 IOU；擬依 5 月 31 日

結算之餘款，暫訂於 6/20 捐贈「中華扶輪獎學金」碩士或博士生一名，由本屆理監事

推薦受獎生；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惟於 6 月 15 日前，若遇重大及必要之需求，餘款用途則另行討論。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