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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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10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0101010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應出席社友：65 位  實到社友：30 位 
上週補出席：12 位  免計出席： 4 位 
本週出席率：68%   我們想念您：Amy, 
Apple, Arjun, Chiaohui, Doctor, Dollar, Echo, Edmund, Edward, 
Freedom, Grace, Herbert, Jason, Jim, Justice, Kenjan, 
Marco, Money Vivian, Neil, Peggy, Peter, Philip, 
Simon, Terry, Thomas, Tina, Victor, Yufang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第第第第 30430430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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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箴小姐 

講 題：不放棄，才有機會逆轉 

學 歷： 東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證照]丙級按摩技術士 

[證照]乙級芳療 SPA 保健師

經 歷： (正職)美商大賣場西式餐飲部廚助

(正職)連鎖涼面店廚助 

(自營)泡沫紅茶店 4 年 

(兼職)營養食品直銷商 

(現職自營)咖啡店 7 年 

(現職自營)小火鍋 1.2 年 

現 任： 「視障姑娘的甜裡開始」二家店負責人

 

 

 

 

 

 

 

 

 

 

 

 

 

 

 

 

 

 

 

 

 

 

 

 

 

 

 

 

 

 

 

 

 

 

 

 

 

 

 

 

2010 年 2 月 23
褓    姆  陳茂仁
社    長  徐嬌蓮
第第第第 3 0 43 0 43 0 43 0 4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Tony $2000 忠信社PP Sylvia $1000 周逸文

01/26 全壘打一單位$500x65 人=$32500 

01/26 指定捐款中華扶輪冠名獎學金：Linda $150,000

01/26 指定捐款日文班：Michael $5000、

歡喜上期累計：$1,330,227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36,5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366,727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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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第第第第

‧‧‧‧  

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

  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為
及「職業分類」，社員是扶輪社邀請其入社
請入社。入社資格依據 1917
除了「事業主」及「品德信譽
必需(1)在其業界有相當成就
業界有影響力之人士(舉足輕重之人士
的在於這些中堅及對於其業界舉足輕重之人士加
入扶輪社，在扶輪社體驗
輪精神及扶輪宗旨造就自己人格
醫、名律師變為良律師、
後，有義務將扶輪精神及扶輪宗旨
職業場所及日常生活(包括家庭
影響其業界及社區(不是用扶輪的名義而是用扶
輪的方法)。 
  扶輪社員也有義務將扶輪精神在自己的職業場
所，及日常生活實踐扶輪宗旨之情形向扶輪社全
體社員報告，其經驗及心得乃至所獲得之智慧
即為例會之節目 TABLE SPEECH
全體社員參與互相鼓勵、
會為演講者，多邀請外人演講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知識集錦
P.114，由南德社訓練師 IPP R.Gift

‧‧‧‧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

Amy, Andres, Antony, 
Dollar, Echo, Edmund, Edward, 

Jason, Jim, Justice, Kenjan, Kuni, 
Peter, Philip, Robert, Rolisa, 

 

‧‧‧‧二月喜慶預告二月喜慶預告二月喜慶預告二月喜慶預告～～～～統一於統一於統一於統一於

》》》》    

 

保健師 

美商大賣場西式餐飲部廚助 

二家店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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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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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時  間：17：30~21：30

地  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說  明：敬邀社友、寶尊眷提早報到聯誼

周逸文 $1000 

 

Linda $150,000 

、William $5000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407,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50,000 

$1,55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243,788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1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253,788 

社友生日：2/2 Diana、2/3 Alice
Terry、2/14 Chocolate
Money Vivian

寶尊眷生日：2/12 Edmond
2/16 Archimedes
2/17 Andy LIN

結婚週年慶：2/2 Nice、
2/27 Jonathan

第第第第 26262626 篇篇篇篇～～～～‧‧‧‧    

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 
扶輪社與其他社團最大不同之點為「入社資格」

社員是扶輪社邀請其入社，非申
1917 年扶輪國際年會通過

品德信譽」良好之人士外，
在其業界有相當成就(中堅人士)及(2)對其

舉足輕重之人士)。其主要目
的在於這些中堅及對於其業界舉足輕重之人士加

在扶輪社體驗、學習、培養及實踐扶
輪精神及扶輪宗旨造就自己人格，由名醫變為良

、名企業家變為良企業家
有義務將扶輪精神及扶輪宗旨，帶進自己的

包括家庭、社區、外國)，並
不是用扶輪的名義而是用扶

扶輪社員也有義務將扶輪精神在自己的職業場
及日常生活實踐扶輪宗旨之情形向扶輪社全

其經驗及心得乃至所獲得之智慧(此
TABLE SPEECH，以此做引言由

、彼此教育。現在已被誤
多邀請外人演講)。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知識集錦_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IPP R.Gift 及社刊主委 Philip 校審) 

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下週例會節目預告‧‧‧‧    

統一於統一於統一於統一於2222月月月月23232323日授證慶賀日授證慶賀日授證慶賀日授證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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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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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德南德南德南德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六六六六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    

0 

大直典華旗艦館 5F 繁華廳 

寶尊眷提早報到聯誼 

2/3 Alice、2/10 R.Gift、2/13 
2/14 Chocolate、2/15 Chow、2/17 

Money Vivian、2/25 Kuni、2/25 Robert 
Edmond 寶眷淑惠、 
Archimedes 寶眷秀卿、 
Andy LIN 寶眷亞涵 

、2/11 William、 
Jonathan、2/28 Chow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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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月月月月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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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月月月月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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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 ) / 登山登山登山登山隊隊隊隊 2222
集合時間：08：30 忠孝新生捷運站
登山地點：桃園羊稠步道健行 

5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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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1：00 集合／11：30 開球
地  點：八里球場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0101010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02~02~02~02 月月月月

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    

教室 
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    

 
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讀書會活動》》》》    

原紅柿文創) 
2222 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    

捷運站 3 號出口 

3333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開球 

1.1.1.1.《《《《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時  間：08：00~12：00
地  點：長榮鳳凰飯店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2019~2019~2019~20 日日日日((((
時  間：12：00~隔天 16
地  點：長榮鳳凰飯店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時  間：早上 08：00~12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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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月月 00004444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01~302301~302301~302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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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4~2524~2524~2524~25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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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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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長榮鳳凰飯店(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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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 
長榮鳳凰飯店(礁溪) 

))))    ////    第第第第 11111111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STARSTARSTARSTAR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2：00 

張榮發基金會 10 樓 1003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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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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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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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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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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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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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R.Gift、Chow、Benson、Alice、Justice、News、候補理事 Allen 

監事：Leo、Paul 

列席：PDG Tony 

缺席人員： 

理事：Apple(請假)、Jim(請假)、Echo(請假)、Edmund(請假)、Edward(請假)、Simon(請假) 

主席：理事長 Linda        紀錄：秘書 Benson 

一.出席報告：第 6 屆理事應出席 13 位，實出席 7 位，請假 6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討論案由： 

(一) 案由：本社 2015/12/31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待下次理事會議再行討論。 

(二) 案由：社員 Andy 擬提申請退社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 

(三) 案由：本社國際服務主委出缺（原國際主委 Kozakura 退社），故擬提推選國際服務主委一職乙

案，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委由 Michael 接任國際主委一職，接續服務。 

(四) 案由：本社推薦職業楷模表揚之社服單位如為外縣市，是否予以補助交通費，此點是否並補充

納入職業成就獎甄選辦法內容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 

決議：通過，待職業成就獎甄選辦法內容修訂後即通過。 

(五) 案由：擬再提案以服務計劃款項，贊助中華扶輪獎學金一名，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社內將贊助中華扶輪獎學金一名。 

(六) 案由：105 年 2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 

和平及衝突預防／解決月 February 2016 

105/02/02 (二) 第 302 次例會－休會一次 

移動例會至 2 月 4 日參觀『地區職業服務扶輪公益博覽會』 

105/02/03~06 (三~六) 『地區職業服務扶輪公益博覽會』 

時間：10：00- 18：00 

地點：花博爭艷館 

105/02/04 (四) 第 302 次例會 

移動例會－參觀『地區職業服務扶輪公益博覽會』 

時間：10：00- 18：00 

地點：花博爭艷館，中午在海霸王餐廳聯合餐敘 

105/02/06~14 (六~一) 春節放假 

105/02/09 (二) 第 303 次例會－適逢春節休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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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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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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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3333 次社務行政會議報告次社務行政會議報告次社務行政會議報告次社務行政會議報告‧‧‧‧    

 

 

 

 

 

 

 

 

 

 

 

 

 

 

 

 

 

 

 

 

 

 

 

 

 

 

 

 

 

 

 

 

 

 

 

 

 

 

 

 

 

 

 

 

 

105/02/16 (二) 第 304 次例會 

林佳箴小姐／不放棄，才有機會逆轉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5/02/23 (二) 第 305 次例會 

第六屆授證週年慶典 

時間：17：30- 22：0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5F 繁華廳 

105/02/28~29 (日~一) 和平紀念日放假 

四.臨時動議： 

(一) 案由：2/3~2/6 扶輪公益職業博覽會發起一個『五四運動』，即認捐五萬元可贊助四個公益攤位

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 

決議：通過。 

五.散會 

時間：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十三時十分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全體社友 

主席：Linda            記錄：Benson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社長致詞： 

三、各委員會報告： 

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Apple（秘書 Benson 代理報告） 
A. 聯誼/扶輪家庭活動 

已舉辦： 07/26 參訪景仁教養院暨扶輪家庭聯誼 
09/19 中秋聯歡晚會 
10/31 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尖石國中」「嘉興國小義

興分校」暨扶輪家庭聯誼 
12/12 聖誕聯歡晚會 
12/05 第一場爐邊會、12/26 第二場爐邊會 

計劃中： 02/23 授證六週年慶典 
04/24~25（日~一）南投日月潭二日遊 

B. 次級團體活動 

登山社：每月一次於週六或週日舉行 
已舉辦： 08/01 滿月圓森林步道健行 

09/05 四獸山虎山沿溪步道健行 
09/27 北投軍艦岩文化美食之行 
10/31 社區服務、扶輪家庭、登山隊三合一參訪新竹尖石 
12/20 草嶺古道健行 
01/10 橫嶺古道健行 

計劃中： 02/21 桃園羊稠步道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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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每月一次於週六 15:00~17:30 在 Michael 的 Coffee 原紅柿文創(合江街 116
巷 28 號)舉行 
已舉辦： 08/15<夢想密碼>導讀人 Michael 

09/12<平穩死>導讀人 CK 
10/24<醫山夜話>導讀人 News 
11/21<荒野的呼喚>導讀人 Gina 
12/19<新一代日本經營之神-星野佳路>導讀人 Philip 
01/09<生活用心點-張尚為的書法癒療學>導讀人 PP Lola 

計劃中： 2/20<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迷>導讀人
Michael 
3/19<喜悅之道-一個人力量與靈性成長之鑰>導讀人 Philip 
4/16<預言中的今天-跨時空科學~中外預言解析>導讀人 News 

合唱團：每月二次於週五 19:30~21:30 在民有里活動中心第一教室(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F)固定練唱 
已舉辦： 7/10、7/31、8/14、8/28、9/11、9/18、10/16、10/30、11/13、

11/27、12/11、12/18、1/8 
計劃中： 1/29、2/19、2/26、3/4、3/11、4/8、4/22、5/6、5/20、6/3、

6/24 
高爾夫：每月一次於第二週的週四舉行 

已舉辦： 8/13 新淡水球場、9/10 大屯球場、10/08 濱海球場、10/13 分區
高球賽台北球場、11/12 老淡水球場、12/10 新淡水球場、01/14
長庚球場 

計劃中： 02/04 美麗華球場 

日文學堂：每週二 19:30~21:30 在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814 教室(民生東路五段 163 號
8F) 

二、社員委員會主委 Leo 
A. 新進社友 1 位：→07/17 授證，Grace 劉貴美 

老社友回歸 1 位：→01/05 授證，Amy 藍惠美 
B. 退社社友 5 位：→08/31 退社，James 盧震宸 

→10/31 退社，Kozakura 小櫻辰彥 
→11/23 退社，Mario 方亮 
→12/17 退社，Loga 羅文嘉 
→12/22 退社，Tiger 吳金宏 

C. 請假社友 2 位：→09/01 請假，Morton 
→09/08 請假，Richard 

D. 免計出席社友 4 位：Eric、Gina、Morton、Richard 
E. 計劃中會議：分區 STAR 研習會活動（預計 105/3/26 舉辦） 

三、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Justice 
A. 社內服務計劃(含地區、分區) 

已舉辦： 社區服務－參訪景仁教養院(7/26)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電影欣賞會(8/22) 
青少年服務－RYE 扶輪青少年交換，巴西交換生 Isadora (8/22) 
職業服務－職業參訪褓姆苗栗檢測廠與 Michael 三義餐廳(10/04)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高爾夫聯誼賽(10/13) 
社區服務－分區聯合捐血活動(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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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青少年服務－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尖石國中」
「嘉興國小義興分校」(10/31) 

社區服務－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11/14) 
社區服務－參訪樂山療養院(11/22) 
社區服務－分區聯合慈善關懷活動-參訪桃園縣安康啟智教養院
(12/12) 
社區服務－地區台灣肝病根除計畫暨超音波肝病篩檢(12/13) 
職業服務－職業楷模表揚-優良企業員工與社服公益團體(01/19) 

計劃中：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 STAR 活動(03/26) 

B. 指定捐款或物資捐贈(含社內、社友) 
八仙塵爆捐款(7/14) 
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7/17) 
景仁教養院捐款及物資捐贈(7/26) 
CMT 罕病基金會(8/18) 
高雄六龜基督教山地育幼院(8/2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8/25) 
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尖石國中」「嘉興國小義興分校及電腦 6 台」(10/27)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8/25) 
樂山療養院物資捐贈(11/22) 
天使心基金會(11/24) 
司法改革基金會(11/24) 

四、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Echo 
RI 基金捐獻 累計五次 Change 吳俊達 

累計四次 Echo 賴麗珠、R.Gift 林協裕 
累計三次 Alice 張雅琴、Apple 曾桂枝 
累計二次 Benson 王鵬翔 
首捐 Allen、Chow、Edward、Jim、News、Tommy 
永久基金 Linda 徐嬌蓮 
EREY 全體社友（US100/人） 

中華扶輪基金 碩士生獎學金 Chow 周金朝（$15 萬） 
博士生獎學金 Tony 陳茂仁（$20 萬） 
碩士生獎學金 Linda 徐嬌蓮（$15 萬） 
博士生獎學金 南德社（$20 萬） 
統一捐款 全體社友（$600/人）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Chocolate 
已舉辦：社區服務－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11/14）參與 

26 人 
社區服務－地區台灣肝病根除計畫暨超音波肝病篩檢（12/13）參與 4 人 
職業服務－地區 2016 扶輪優質企業博覽會記者發佈會（01/07）參與 4 人 
職業服務－地區 2016 扶輪公益博覽會（02/03~06）參與 24 人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社長如何提名產生，提請討論。 

案由（二）：服務計劃案如何延續並訂定長遠的服務計劃目標，提請討論。 

五、 臨時動議： 

六、 會議結束。接續例會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