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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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感恩傳承晚會

南德社第七屆團隊畢業賀詞

時間奉獻給社務，愛心奉獻給弱勢

歡樂奉獻給社友，成就奉獻給自己

多采多姿來就職，力行惜時又惜食

規劃行動超精緻，聽者皆豎大拇指

姐妹來訪增認識，國際交流社慶時

台東社服幫弱勢，協同金蘭助鄉梓

愛奇天使反應遲，用心參與盼啟智

樂山寶貝難啟齒，誘導繪畫來調適

沛思音樂愛學子，贊助演唱作支持

親子活動最超值，熱鬧滾滾如夜市

歡樂一年轉眼至，感恩之情永不止

七屆團隊寫史詩，全靠社長曾桂枝

‧感謝第七屆職委員暨理監事團隊

 

 

 

 

 

 

 

 

 

 

 

 

 

 

 

 

 

 

 

 

 

 

 

 

 

 

 

 

 

 

 

 

 

 

 

 

 

 

 

 

 

 

 

 

 

2010 年 2 月 23
褓    姆  陳茂仁
社    長  曾桂枝
第 3 7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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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感恩傳承晚會‧  

《2017 年 06 月 27 日(二)
至 6/23 第七屆感恩傳承晚會

《2017 年 07 月 04 日(二)
晚會》 
時  間：18：00~21：30
地  點：康華飯店 B1F 華貴廳

‧下次節目預告‧

南德社第七屆團隊畢業賀詞 CP CK 

愛心奉獻給弱勢 

成就奉獻給自己 

力行惜時又惜食 

聽者皆豎大拇指 

國際交流社慶時 

協同金蘭助鄉梓 

用心參與盼啟智 

誘導繪畫來調適 

贊助演唱作支持 

熱鬧滾滾如夜市 

感恩之情永不止 

全靠社長曾桂枝 

‧06 月 20 日歡喜捐

‧06 月 20 日 例會出席率

應出席社友：65 位  實到社友
上週補出席：17 位  免計出席
本週出席率：71%   我們想念您
Allen, Alumin, Amy, Andy LIN, 
Edmund, Edward, Freedom, Herbert, 
Jim, Justice, Kenzo, Kuni, Max, 
Paul, Peter, Richard, Rico, Robert, 
Tony, Victor, William, Yafang

‧社內活動訊息‧

1.《2017 年 06 月 27 日(二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2.《2017 年 07 月 07 日、
時  間：19：30~21：30
地  點：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3.《2017 年 07 月 22 日(六
時  間：15：00~17：00
地  點：合江街 116 巷

4.《2017 年 8 月 19 日(六
喘息營暨扶輪家庭一日遊

感謝第七屆職委員暨理監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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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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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指捐扶輪高球挑戰賽：

歡喜上期累計：$1,442,689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44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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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375 次例會已移動
七屆感恩傳承晚會舉辦，故休會一次》 

) ／第八屆社長就職首敲

30 
華貴廳 

‧ 

日歡喜捐‧ 

例會出席率‧  

實到社友：27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我們想念您： 

Amy, Andy LIN, Arjun, Change, Chiaohui, 
Herbert, James, Jason, Jennifer, 

Max, Megan, Michael, News, 
Robert, Rolisa, Shirley, Simon, 

Yafang, Yufang 

‧ 

二) / 日文學堂》 
30 

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 
、21 日(五) /合唱團活動》 
30 

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六) / 讀書會活動》 
0 

巷 28 號 Coffee+咖啡店 
六) /南德社服－愛奇兒親子

喘息營暨扶輪家庭一日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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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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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son $10000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854,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000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864,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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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888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4.《2017 年 7 月 05 日(三) / 華茂社授證一週年暨扶
青團創團授證晚會》 

時 間：18：30~21：3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庭園會館 201 廳 

5.《2017 年 7 月 07 日(五) / 17-18 華安社首敲晚會》 
時 間：06：50~09：00 
地 點：六福皇宮 3F 賢英武 

6.《2017 年 7 月 07 日(五) / 17-18 華中社首敲晚會》 
時 間：18：00~21：00 
地 點：台北寒舍艾麗酒店 5F 葵楓栢廳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1.《2017 年 6 月 29 日(四) / 16-17 地區第六次社秘會》 

時 間：17：00~21：30 

地 點：大直典華飯店 6F 花田盛事廳 

2.《2017 年 6 月 30 日(五) / 華安社社長交接典禮》 

時 間：18：30~21：00 

地 點：晶宴會館 B1/601 劇場(民權東路三段 2 號) 

3.《2017 年 7 月 03 日(一) / 17-18 南茂社首敲例會》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2F 九龍廳 

‧出席百分百‧ ‧歡喜捐貢獻榜‧ 

 

 

 

 

 

 

 

 

 

 

 

 

 

 

 

 

 

 

 

 

 

 

 

 

 

 

 

 

 

 

 

 

 

 

 

 

 

 

Allen 高豐成 
Andy LIN 林鈺鈞 
Antony 吳昇蔚 
Apple 曾桂枝 
Archimedes 林於山 
Change 吳俊達 
Chocolate 張明倫 

Chow 周金朝 
CK 林肇寬 
Diana 王珠玉

Edmund 魯逸群 
Kenjan 陳文健 
Kevin 陳柏文 
Leo 廖清祺 

Max 廖進平 
R.Gift 林協裕 
Shirley 郭曉莉 
Thomas 陳建良 
Tina 周秀亮 
Tony 陳茂仁 

Apple 曾桂枝 

Change 吳俊達 

Chow 周金朝 

Echo 賴麗珠 

Edmund 魯逸群 

Linda 徐嬌蓮 

R.Gift 林協裕 

Terry 黃億文 

Thomas 陳建良 

Tony 陳茂仁 

‧感謝第七屆服務團隊‧ 

社      長：曾桂枝 P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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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理事＊13 位： 監事會監事＊2 位： 
1.林協裕 R.Gift 
2.周秀亮 Tina 
3.李倉廷 Edward 
 
候補監事＊1 位： 
1.林鈺鈞 Andy LIN 

訓練師： 
1.徐嬌蓮 Linda 
 

曾桂枝 Apple 
徐嬌蓮 Linda 
周金朝 Chow 
魯逸群 Edmund 
陳建良 Thomas 
王鵬翔 Benson 

賴麗珠 Echo 
李建勳 Michael 
吳昇蔚 Antony  
廖清祺 Leo 
張明倫 Chocolate 
林彥博 Paul 

陳柏文 Kevin  
 
候補理事＊2 位： 
楊必誠 Neil 
高豐成 Allen 

五大委員會： 
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周金朝 Chow 

1. 出席主委：洪慶宗 Vincent Hung 
2. 社刊主委：張郁仁 Nice 
3. 聯誼主委：陳柏文 Kevin 
4. 節目主委：魯逸群 Edmund／ 

副主委：陳文健 Kenjan 
5. 歌詠主委：李倉廷 Edward 
6. 扶輪家庭主委：黃億文 Terry 

 
7. 地區年會主委：林士傑 Herbert 
8. 高爾夫主委：林鴻銘 Jim 
9. 讀書會主委：李建勳 Michael 
10. 登山隊主委：陳文健 Kenjan 
11. 合唱團主委：周秀亮 Tina 
12. 健康快樂促進主委：潘基水 Peter 
13. 日文班主委：李建勳 Michael 

二、社員委員會．主委：張明倫 Chocolate 
1. 社員發展主委：陳輝燦 Philip 
2. 社員關懷主委：江和 David 
3. STAR 主委：朱城山 Richard 

副主委：謝龍雄 William 
 
 

三、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廖清祺 Leo 
1. 社區服務主委：陳文健 Kenjan 
2. 職業服務主委：楊必誠 Neil 
3. 國際服務主委：湯桂禎 Rolisa 
4. 青少年服務主委：沈明光 Dollar 
5. 關懷弱勢學童：高豐成 Allen 

 
委員：劉貴美 Grace 
 
 
接待家庭顧問：林鈺鈞 Andy LIN／ 

林士傑 Herbert 
四、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賴麗珠 Echo 副主委：林於山 Archimedes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林彥博 Paul  
六、金蘭社主委：周金朝 Chow 

 



時間：2017 年 06 月 20 日(星期二)14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 
理事：Apple、Linda、Chow、Thomas
監事：R.Gift、Tina 
缺席人員： 
理事：Edmund(請假)、Michael(請假
監事：Edward(請假) 
主席：理事長 Apple        紀錄：
一.出席報告：第 7 屆理事應出席 
二.理事長致詞： 
三.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17/05/31 之財務報表
說明：詳附件一 
決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 
(一)案由：本社社友 Justice 提請退社乙

說明：詳附件二 
決議：尊重 Justice 的申請予以通過

五.散會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

‧

 

 

 

 

 

 

 

 

 

 

 

 

 

 

 

 
 

 

 

‧06 月 20

)14：00 召開 

Thomas、Benson、Echo、Leo、Antony、Chocolate

請假)、Paul(請假) 

：Thomas 
 13 位，實出席 10 位，請假 3 位，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提請退社乙案，提請討論。 

的申請予以通過。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七屆第 12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016-2017 年度活動紀事‧  

20 日 第 374 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Chocolate、Kevin、候補理事 Neil 

，達法定人數。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活動花絮‧  



‧
 

 ‧2016-2017 年度活動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