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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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曾桂枝 Apple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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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3333 篇篇篇篇～～～～‧‧‧‧    

‧‧‧‧00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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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222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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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高豐成 

講 題：仰望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學 歷： 夏威夷知見心理學院 

經 歷： 樹德工程(股)公司 

來來香格里拉建設(股)公司 

大台北瓦斯(股)公司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現 任：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天瓏處分處長 

扶輪知識扶輪知識扶輪知識扶輪知識--------出席篇出席篇出席篇出席篇    
一、出席 
各扶輪社員，於例會中應記錄其出席或缺席。扶
輪活動（服務）應由聯誼開始，而聯誼是由出席
例會才會產生，出席例會又是扶輪社員重要的義
務，且扶輪社員皆有權利出席世界任何扶輪社之
例會。 
二、補出席 
社員缺席本社每週例會者，可在缺席日之前例會
原定時間到缺席日之下次例會原定時間的時間
內，於其他扶輪社或臨時扶輪社補出席，但每一
社員在本社的出席，每半年中不得少於百分之三
十，而出席任何一次例會至少需到百分之六十的
例會時間，否則仍應作缺席計算，社員在國外旅
行期間超過十四天，可在期間內任何時間在國外
補出席，在科技進步的現代更可以直接上網路扶
輪社補出席。 
三、補出席之正確觀念 
(1) 無需預告、有權參加全世界任何扶輪社之例

會。 
(2) 扶輪的例會是增進友誼及培養服務理念互相

鼓勵彼此教育(扶輪俱樂部的共同興趣)的場
所。如果缺席例會，就失去享受友誼培養服
務理念的機會。補出席（ＭＡＫＥ一ＵＰ）
是在自己社缺席，沒有辦法享受友誼及培養
服務理念，乃到他社補出席彌補享受及增進
友誼，及分享與培養扶輪服務的理念。補出
席不是單單為了成績。因此到他社補出席，
他社的例會就是自己的例會。而受補出席的
社應把補出席的社友當做自己社的社友一樣
看待，打成一片讓他享受及增進友誼。因此
補出席的社友不是來賓，其道理在此。每一
社友均有補出席享受增進友誼的權利。我們
應該把ＭＡＫＥ一ＵＰ（補出席）改為ＭＡ
ＫＥ一ＦＲ１ＥＮＤ（做朋友）。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知識集錦_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P.161，由南德社訓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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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111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應出席社友：66 位  實到社友：36 位 
上週補出席：10 位  免計出席： 4 位 
本週出席率：74%   我們想念您：Alice, Andres, Andy, 
Archimedes, Arjun, Chiaohui, Doctor, Freedom, Herbert, Jewel, 
Jonathan, Kenzo, Kuni, Marco, Money Vivian, Nice, Peggy,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Terry, Tiffany, 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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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4：00 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2016 年 01 月 12 日第 6 卷第 28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 創社 
褓    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    長  徐嬌蓮 P Linda 
第第第第 2222 9999 9999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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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 ) / 第第第第 30030030030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職業服暨職業服暨職業服暨職業服
務務務務－－－－優良員工職業表揚活動優良員工職業表揚活動優良員工職業表揚活動優良員工職業表揚活動》》》》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說  明：敬邀推薦社友偕同優秀員工出席參加 

Antony $888 Apple $1000 Benson $666 

Chocolate $1000 Chow $1200 David $666 

Diana $666 Echo $2000 Edmund $1000 

Edward $1000 Jason $2000 Leo $888 

Linda $2000 Michael $1000 News $888 

Paul $1000 Peter $1000 Philip $888 

Thomas $888 Tony $3160 Vincent $666 

William $1000 Amy $6888  

1/5 指定捐款登山隊：Jason $3000、Justice $5000 

1/5 指定捐款日文班：Justice $5000 

歡喜上期累計：$1,273,469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227,000 

歡喜本週小計：$32,352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80,000 

歡喜總計：$1,305,821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407,000 

拍賣上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225,788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13,00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238,788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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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第第第第 30130130130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29292929，，，，2/192/192/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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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04040404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2222
時  間：11：00 集合／11：30 開球
地  點：美麗華球場 

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2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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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 ) / 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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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南德南德南德南德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
時  間：17：30~21：30 
地  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5F 繁華廳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00001111 月月月月 05050505

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日文學堂》》》》    

教室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社務暨社務暨社務暨社務

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    

 
2222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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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 6666 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週年慶典》》》》    

繁華廳 

1111....《《《《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台北花園酒店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時  間：18：00 入席 

地  點：庭園會舘（徐州路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666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時  間：17：30~21：00
地  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3~63~63~63~6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公益公益公益公益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    

時  間：10：00~18：00
地  點：花博爭艷館 

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9~2019~2019~2019~20 日日日日((((
PETS & PETS & PETS & PETS & 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  間：早上 08：30~隔天
地  點：長榮鳳凰飯店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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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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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0505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999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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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四四四四次次次次社社社社秘會秘會秘會秘會》》》》    

0 
台北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    ////    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    

徐州路 2 號） 
    ////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 20202020 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    

0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 

三三三三~~~~六六六六))))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扶輪扶輪扶輪扶輪

00 

((((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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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PETSPETSPETSPETS》》》》    

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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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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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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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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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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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Chow、Benson、Alice、Edmund、Edward、News、候補理事 Antony、Allen 
監事：Leo 
缺席人員： 
理事：Jim(請假)、Echo(請假)、Justice(請假)、Simon(請假) 
監事：Pa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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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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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30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 案由：社員 Loga、Tiger 擬提退社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 

(三) 案由：前社友 Amy 提請再次入社申請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三 
決議：通過。 

(四) 案由：地區函邀各社參與『地區職業服務博覽會』，並以移動例會職業參訪方式參加職業論壇及
博覽會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四，單數分區社：2 月 4 日(四)場次 
決議：通過，以移動例會方式參與活動，並訂於海霸王餐廳與 11 分區各社聯合餐敘。 

(五) 案由：再度提案是否以尖石國中作為定點社服或將款項轉為中華扶輪獎學金，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暫緩通過，再尋求有需要的學校再提案討論之。 

(六) 案由：105 年 1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 

職業服務月 January 2016 
105/01/05 (二) 第 298 次例會 

鄭貞銘教授／尋找人生的智慧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5/01/12 (二) 第 299 次例會 
高豐成 Allen／仰望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5/01/16 (六)『華安社授證 20 周年慶典』 
時間：17：30- 21：00 
地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 

105/01/19 (二) 第 300 次例會 
職業服務－企業優秀員工職業表揚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5/01/26 (二) 第 301 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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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1111 次預備理監事會議紀錄次預備理監事會議紀錄次預備理監事會議紀錄次預備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16 年 1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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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Thomas、Benson、Echo、Edmund、Leo、Antony、Chocolate、

Paul、Kevin、候補理事 Neil、Allen 
監事：R.Gift、Tina、Edward、候補監事林鈺鈞 Andy LIN 
列席：PDG Tony、CP CK 
主席：理事長 Apple        紀錄：秘書 Thomas 
一.出席報告：第 7 屆理事應出席 13 位，實出席 13 位，請假 0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略 
三.討論案由： 
(一) 案由：依據南德社細則第 3 章第 2 條，理事會在當選後一星期內開會選出一位社員擔任糾察，

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提請 Antony 擔任糾察一職。 

(二) 案由：擬提第七屆組織團隊，提請通過。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次級團體主委由次級團體推選後再行公布。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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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屆組織表屆組織表屆組織表屆組織表    

社      長：曾桂枝 P Apple 
秘      書：陳建良 S Thomas 

社長當選人：周金朝 PE Chow 
財      務：王鵬翔 F Benson 

副  社  長：李建勳 VP Michael
糾      察：吳昇蔚 Antony 

 
理事會理事＊13 位： 
1.曾桂枝 Apple 
2.徐嬌蓮 Linda 
3.周金朝 Chow 
4.李建勳 Michael 
5.陳建良 Thomas 
6.王鵬翔 Benson 
7.賴麗珠 Echo 

 
8.魯逸群 Edmund 
9.吳昇蔚 Antony 
10.廖清祺 Leo 
11.張明倫 Chocolate 
12.林彥博 Paul 
13.陳柏文 Kevin 

候補理事＊3 位： 
1.楊必誠 Neil 
2.高豐成 Allen 
3.陳蓓琪 Peggy 

監事會監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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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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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琴 Alice 
3. 聯誼主委：陳柏文 Kevin 
4. 節目主委：魯逸群 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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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讀書會主委： 
10. 登山隊主委： 
11. 合唱團主委： 
12. 健康快樂促進主委：潘基水 Peter 
13. 日文班主委：謝龍雄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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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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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顧問：林鈺鈞 Andy LIN 
 

四、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賴麗珠 Echo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林彥博 Paul 1.公共形象主委：施畯助 Jonathon 

六、金蘭社主委：李建勳 Micha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