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當選人 曾桂枝 PE Apple 
副  社  長 周金朝 VP Chow 
秘      書 王鵬翔 S Benson 
財      務 林鴻銘 F Jim 
糾      察 周金朝 Chow 

行政管理
社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
公共關係

‧‧‧‧本本本本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    03/0103/0103/0103/01----03/1403/1403/1403/14‧‧‧‧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00001111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第第第第 303030306666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唐敏峰 Tommy 
講 題：勇氣 
學 歷： 遠東科技大學 
經 歷： 豐田汽車一年 

BMW 汽車一年 
日產裕隆汽車銷售經理七年

現 任： 南山人壽區經理 

‧‧‧‧歡迎新社友歡迎新社友歡迎新社友歡迎新社友‧‧‧‧  

‧‧‧‧02020202月月月月16161616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
停止募款停止募款停止募款停止募款，，，，故社友捐故社友捐故社友捐故社友捐

 

 

 

 

 

 

 

 

 

 

 

 

 

 

 

 

 

 

 

 

 

 

 

 

 

 

 

 

 

 

 

 

 

 

 

 

 

 

 

 

2010 年 2 月 23
褓    姆  陳茂仁
社    長  徐嬌蓮
第第第第 3 03 03 03 0 6666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社友生日：3/14 Jonathon 
寶尊眷生日：無 
結婚週年慶：3/08 David 

中文：周逸文 James Chou  105.02.23 授證
生日：09 月 13 日 
現任：廣曜工程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營業項目：建築、營造、規劃設計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 132 號

Amy $1688 Antony $888 Apple

Benson $666 Change $888 David $666

Echo $2000 Edmund $1000 Edward $1000

Jason $1000 Jewel $2000 Justice $1000

Kenjan $666 Kenzo $1000 Linda $2000

Michael $1000 Money Vivian $888 Nice $1000

Peter $1000 R.Gift $1000 Thomas $888

歡喜上期累計：$1,366,727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23,23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389,965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

拍賣上期累計：$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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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曾桂枝 Apple 
    員委員會主委 廖清祺 Leo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南雪貞 Justice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賴麗珠 Echo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張明倫 Chocolate 

‧‧‧‧0202020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0000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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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位  實到社友
上週補出席： 6 位  免計出席
本週出席率：86%   我們想念您
Andres, Arjun, Chiaohui, Doctor,
Marco, Neil, Peggy, Philip, Rico, Rolisa, Simon, Victor

》》》》    

日產裕隆汽車銷售經理七年 

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台南震災因台南市府來函款項足夠即即即即已已已已
故社友捐故社友捐故社友捐故社友捐款不刊登及扣款款不刊登及扣款款不刊登及扣款款不刊登及扣款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02020202 月月月月 161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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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補出席：12 位  免計出席
本週出席率：79%   我們想念您
Chocolate, Chow, Doctor, Dollar, Freedom, Grace, Herbert, 
Jim, Jonathon, Kuni, Marco, Neil, News, Paul, Peggy, Philip, 
Rico, Rolisa, Simon, Tommy, Victor, Yufang

辦事處：10441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
電  話：（02）2522-2826 
例  會：每週二 12：00~14
2016 年 03 月 01 日第 6 卷第

23 日 創社 
陳茂仁 PDG Tony 
徐嬌蓮 P Linda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聯  
節  
出  
副出席主委
歌  
社  

DG Venture $3000 DS Paul $2000

PDG Gary $3000 PDG Tommy $3000

DGND Casio $2000 DGE D.K. $3000

華南社 $7500 華中社CP J.C. $3000

華安社 $12000 華安社CP Charles $3000

華陽社 $6000 瑞光社 

雙贏社 $4500 文華社 

逸天社CP Charles $6000  忠信社PP Sylvis $1000

陳鄭權律師 $10000 台灣連鎖加盟

02/23 授證全壘打二單位$1000x66

歡喜上期累計：$1,389,965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207,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596,965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

拍賣上期累計：$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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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

 

授證 

號 7F 

Apple $1000 

David $666 

Edward $1000 

Justice $1000 

Linda $2000 

Nice $1000 

Thomas $888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557,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1,55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25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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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88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0808080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主講人：文長安教授 
講 題：加工成黑的食品不要吃太多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實到社友：49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我們想念您： 

octor, Herbert, Jonathon, Kuni, 
Rico, Rolisa, Simon, Victor 

‧‧‧‧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實到社友：36 位 
免計出席： 4 位 
我們想念您：Alice, Andres, Arjun, 

Dollar, Freedom, Grace, Herbert, 
Jim, Jonathon, Kuni, Marco, Neil, News, Paul, Peggy, Philip, 
Rico, Rolisa, Simon, Tommy, Victor, Y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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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00 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卷第 33 期 

  誼主委 江 和 David 
  目主委 湯桂禎 Rolisa 
  席主委 楊國呈 Kuni 
出席主委 陳文健 Kenjan 
  詠主委 陳柏文 Kevin 
  刊主委 陳輝燦 Philip 

Paul $2000 PDG Pyramid $3000 

PDG Tommy $3000 DGN Jack Chiu $2000 

DGE D.K. $3000 PDG Tony $6000 

CP J.C. $3000 華中社DAG Jonathan $2000 

CP Charles $3000 華陽社AG  Lawrence $2000 

 $6000 鳳凰社 $13500 

 $13500 文華社CP Paper $2000 

PP Sylvis $1000 Sophy $2000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理事長李日東 $20000 

$1000x66 人=$66000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557,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55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25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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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88 

////    第第第第 307307307307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華貴廳 

加工成黑的食品不要吃太多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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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3&3&3&3 月月月月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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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一教室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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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時  間：11：30 集合／12：00 開球 
地  點：八里球場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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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30 
地  點：Michael 的 Coffee(原紅柿文創) 

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4~2524~2524~2524~2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 ) / ) / ) / 扶輪家庭活動扶輪家庭活動扶輪家庭活動扶輪家庭活動～～～～
南投日月潭二日遊南投日月潭二日遊南投日月潭二日遊南投日月潭二日遊》》》》    

說  明：先行預告活動，敬請社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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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地區第五次社秘會地區第五次社秘會地區第五次社秘會地區第五次社秘會》》》》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台北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團隊訓練會團隊訓練會團隊訓練會團隊訓練會 DTTSDTTSDTTSDTTS》》》》    
時  間：08：00~12：00 
地  點：長榮鳳凰飯店(礁溪)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2019~2019~2019~20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日日日日)/)/)/)/社長當選人社長當選人社長當選人社長當選人 PETSPETSPETSPETS》》》》    
時  間：12：00~隔天 16：30 
地  點：長榮鳳凰飯店(礁溪)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第第第第 11111111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STARSTARSTARSTAR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時  間：早上 08：00~12：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 10 樓 1003 室 

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6~1716~1716~1716~1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    2016201620162016 年地區年會年地區年會年地區年會年地區年會》》》》    
時  間：早上 08：30~隔天 17：3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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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020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授證六週年暨授證六週年暨授證六週年暨授證六週年暨第第第第 333300005555 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    



 

 

 

 

‧‧‧‧0202020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 305305305305 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    



 

 

 

 

‧‧‧‧0202020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日授證六週年暨第 305305305305 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