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當選人 周金朝 PE Chow 

副  社  長 李建勳 VP Michael 

秘      書 陳建良 S Thomas 

財      務 王鵬翔 F Benson 

糾      察 吳昇蔚 Antony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周金朝 PE Chow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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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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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1：5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周禮村理事長 

講 題：音樂‧愛‧分享 

  

 

經 歷： 「臺北市擁抱 Always 協會創辦人」 

曾任海國樂器音樂教室吉他老師、中國工

商、景美女中以及師大附中吉他社指導教師 

2010 創作詞曲『擁抱 Always』出版 CD 及 VCD

義賣專輯 

2011 應邀政大金弦獎擔任貴賓指導,幕後贊助 

2011 應邀於台北國家演奏廳與古箏合奏演出

(彭景箏樂) 

2012『歲月長安』音樂會演出 

2012『2012 年擁抱 Always 音樂.愛.分享』慈善

演唱會發起人 

2012『2012 年擁抱 Always 音樂.愛.分享』慈善

演唱會/台北華山 Legacy 

2013『吉他與原木的對話』慈善音樂會 

2014 擁抱 Always 音樂。愛。分享慈善音樂會

於台北國家音樂廳 

2015 擁抱 Always 感恩音樂會於文水藝文中心

2016 周禮村_音樂創作義賣 CD 正式發行 

現 任： 佳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關係企業)/協理 

‧‧‧‧07070707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    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  

‧‧‧‧07070707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    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  

‧‧‧‧07070707 月月月月 050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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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位  實到社友：53 位 

上週補出席： 0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84%   我們想念您：Amy, Arjun, Benson, 

David, Dollar, Paul, Peggy, Rico, Simon, Y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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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7 月 12 日第 7 卷第 02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 創社 

褓    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    長  曾桂枝 P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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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 例 會 社 刊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次 例 會 社 刊     

聯  誼主委 陳柏文 Kevin 

節  目主委 魯逸群 Edmund 

出  席主委 洪慶宗 Vincent 

歌  詠主委 李倉廷 Edward 

社  刊主委 張郁仁 Nice 

DG DK $3000 DGN Decal $2000 AG Jonathon $3000 

VAG Hope $2000 PP Sunny $1000 PP Sylvia $1000 

PP Tim $2000 華南社 $3000 華安社 $2400 

華中社 $1200 華陽社 $4000 瑞光社 $3500 

雙贏社 $2000 華茂社 $3600 普悠瑪社 $11000 

7/5 指捐中華扶輪冠名獎學金：Tony $200000 

7/5 指捐 RI 永久基金：Apple $32000 

7/5 指捐 RI 保羅哈理斯基金：Echo $32000、Linda 

$32000、R.Gift $32000 

7/5 指捐沛思文教基金 會：Antony $20000 、Kenzo 

$30000、Michael $20000 

7/5 指捐六龜育幼院：Andy LIN $10000、Chow $10000、

Herbert $10000、Jim $10000、Kenjan $10000、R.Gift 

$90000、Richard $10000 

7/5 指捐喜慶日寶尊眷聯誼：Tony $50000 

7/5 指捐合唱團：Antony $2000、Apple $10000、Chow 

$10000、Echo $10000、Jim $2000、Michael $5000、

Nice $5000、Terry $6000、Thomas $3000、Tina $10000 

7/5 指捐登山隊：Antony $2000、Apple $10000、Chow 

$10000、Echo $10000、Jason $5000、Jim $3000、Kenzo 

$5000、Michael $5000、Thomas $3000 

7/5 指捐讀書會：Antony $2000、Apple $10000、Echo 

$10000、Kenzo $5000、Michael $5000、Nice $5000、

Thomas $3000 

7/5 指捐高爾夫：Apple $10000、Jim $2000 

7/5 指捐日文班：Antony $2000、Apple $10000、Michael 

$5000、Thomas $3000 

歡喜上期累計：$0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0 

歡喜本週小計：$406,729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548,000 

歡喜總計：$406,729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548,000 

拍賣上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0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238,00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238,000 

 

Allen $1688 Antony $10000 Apple $68000 

Benson $6600 Change $2000 Chocolate $6600 

Chow $30000 CK $10000 Diana $2000 

Echo $30000 Edmund $20000 Edward $18899 

Grace $1000 James Chou $1000 Jason $5000 

Jewel $5000 Jim $8888 Kenzo $1000 

Kevin $5000 Kuni $1000 Leo $3000 

Money Vivian $1000 Neil $6666 News $1688 

Nice $10000 Paul $10000 Peter $2000 

R.Gift $20000 Rolisa $2000 Terry $6000 

Thomas $20000 Tina $10000 William $5000 

全壘打二單位$1000*25 人=$25000 Alice $6000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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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7777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時  間：13：00 集合／13：30 開球 
地  點：大屯球場 

3333....《《《《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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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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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 
地  點：合江街 116 巷 28 號 Coffee+咖啡店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1.1.1.1.《《《《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雙贏社授證雙贏社授證雙贏社授證雙贏社授證 2222 周年暨交接周年暨交接周年暨交接周年暨交接
典禮典禮典禮典禮》》》》    

時  間：18：00~21：00 
地  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2F 國際會議廳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地區第一次社秘會地區第一次社秘會地區第一次社秘會地區第一次社秘會》》》》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台北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2016201620162016----17 DRFS17 DRFS17 DRFS17 DRFS 扶輪基金研扶輪基金研扶輪基金研扶輪基金研
習會習會習會習會》》》》    

時  間：13：30~17：3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室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2016201620162016----17171717 第第第第 11111111 分區總監分區總監分區總監分區總監
公式訪問聯合例會公式訪問聯合例會公式訪問聯合例會公式訪問聯合例會》》》》    

時  間：12：00~14：00 
地  點：福華飯店 B2F 福華廳一區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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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首敲獻首敲獻首敲獻首敲獻詩詩詩詩‧‧‧‧    By CKBy CKBy CKBy CK    

‧‧‧‧00007777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23232324444 次例會暨第七次例會暨第七次例會暨第七次例會暨第七屆屆屆屆社長首敲例社長首敲例社長首敲例社長首敲例會活動花絮會活動花絮會活動花絮會活動花絮••••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3333222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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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禮仲董事長 

主 題：老闆不可不知的"公平交易法" 

南德扶輪社第七屆 Apple 社長首敲： 

南德邁入第七年，聲名遠播到天邊 

總監蒞臨作嘉勉，蓬篳生輝增顏面 

分區同學都出現，情義相挺好感念 

金蘭兄弟來團圓，千里迢迢不辭遠 

寶眷全部來相見，尊眷一起來奉獻 

合唱團員作表演，歌曲美妙歌聲甜 

三人授證超正點，南德增加新成員 

社友歡喜踴躍捐，社會服務不愁錢 

褓姆演講吐真言，扶輪寬容最優先 

親善服務擁世間，共同負責是關鍵 

例會首敲超圓滿，桂枝社長樂歡天 



‧‧‧‧07070707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24324324324 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   
 

 



‧‧‧‧07070707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24324324324 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次例會暨第七屆社長首敲例會及近期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