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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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44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本週節目‧‧‧‧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3333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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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國樑處長 
講 題：高品質服務 
學 歷： 中國文化大學氣象系 
經 歷： 華航名古屋分公司總經理 

華航上海辦事處華東區首代兼總經理
華航台灣地區處長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現 任： 華航台灣地區處長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04040404 月月月月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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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位 
上週補出席：14 位  免計出席： 3 位 
本週出席率：82%   我們想念您： 
Andres, Arjun, Chiaohui, Chocolate, Diana, D
Freedom, Herbert, Jason, Jewel, Jim, Kenjan, Kevin, Kuni, 
Michael, Money Vivian, News, Peggy, Peter, Robert, Simon, 
Terry, Victor, Yufang 

 

 

 

 

 

 

 

 

 

 

 

 

 

 

 

 

 

 

 

 

 

 

 

 

 

 

 

 

 

 

 

 

 

 

 

 

 

 

 

2010 年 2 月 23
褓    姆  陳茂仁
社    長  徐嬌蓮
第第第第 3333 1111 4444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Alice $1000 Allen $888 Amy $1688

Antony $888 Apple $1000 Benson $666

Chow $1000 Echo $1000 Edmund $1000

Grace $1000 Jonathan $1000 Kenzo $1000

Leo $888 Linda $2000 Paul $1000

Rolisa $1000 Thomas $1000 Tina $1000

Tony $2000   

4/12 指定捐款褓姆主辦高球賽活動：
Justice $10000、Linda $50000 

歡喜上期累計：$1,669,689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

歡喜本週小計：$.21,01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

歡喜總計：$1,690,707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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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44 月月月月 16~1716~1716~1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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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位  免計出席
本週出席率：65%   我們想念您
Alice, Allen, Amy, Andres, Andy LIN, 
David, Doctor, Edmund, Edward, 
James Chou, Jason, Jewel, Jim, 
Michael, Money Vivian, Neil, 
Robert, Rolisa, Simon, Tiffany

》》》》    

 
華航上海辦事處華東區首代兼總經理 
華航台灣地區處長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華航台灣地區處長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下下下下次次次次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

‧‧‧‧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

‧‧‧‧  

 
 

Andres, Arjun, Chiaohui, Chocolate, Diana, Doctor, Dollar, 
Freedom, Herbert, Jason, Jewel, Jim, Kenjan, Kevin, Kuni, 
Michael, Money Vivian, News, Peggy, Peter, Robert,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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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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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1688 

Benson $666 

Edmund $1000 

Kenzo $1000 

Paul $1000 

Tina $1000 

：Echo $10000、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557,0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70,000 

$1,62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25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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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788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030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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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方老師 
講 題：餐桌風格，自己創造吧

南德社南德社南德社南德社－－－－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    

總監服務特優獎 

中華扶輪基金傑出貢獻獎第一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百分百捐贈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地區第一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全國第七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五十萬以上捐贈社

社員表揚社員表揚社員表揚社員表揚－－－－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百萬功勞社友

（捐獻累積 NT$200 萬）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

地區服務卓越貢獻獎－陳茂仁

地區服務功績獎－林肇寬 CK

地區服務功績獎－陳輝燦 Philip

扶輪親善獎－沈明光 Dollar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實到社友：26 位 
免計出席： 3 位 
我們想念您： 

Andy LIN, Arjun, Chiaohui, 
Edward, Freedom, Grace, Herbert, 

Jim, Jonathan, Kenjan, Kuni, 
Neil, News, Paul, Peggy, Rico, 
iffany, Tommy, Victor, William 

‧‧‧‧    

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地區年會獲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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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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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333315151515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0 
華貴廳 

自己創造吧！ 

    

第一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百分百捐贈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地區第一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全國第七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成績五十萬以上捐贈社 

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獲頒獎項如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百萬功勞社友－陳茂仁 Tony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陳茂仁 Tony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徐嬌蓮 Linda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周金朝 Chow 

陳茂仁 Tony 

CK 

Philip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62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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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月月月月 06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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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月月月月 13~1613~1613~1613~16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一一一一) / ) / ) / ) / 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

～～～～大阪高槻東社大阪高槻東社大阪高槻東社大阪高槻東社＋＋＋＋球賽聯誼活動球賽聯誼活動球賽聯誼活動球賽聯誼活動》》》》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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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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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00004444 月月月月 11112222、、、、16~1716~1716~1716~17 日日日日

‧‧‧‧040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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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參訪日本姐妹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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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  間：南德社 15：45~16

地  點：地區辦事處(敦化南路二段

2.2.2.2.《《《《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四四四四、、、、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

時  間：16：30~21：00

地  點：馥敦飯店 

(南京東路五段

3333....《《《《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暨暨暨暨 CTTSCTTSCTTSCTTS 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

時  間：08：30~17：3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4444....《《《《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展研習會展研習會展研習會展研習會》》》》    

時  間：13：30~17：3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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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33311112222、、、、313313313313 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123123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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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第第第 11111111 分區總監會前會分區總監會前會分區總監會前會分區總監會前會》》》》    

45~16：30 

敦化南路二段 200 巷 18 號 8F) 

))))    ////瑞光社授證四週年暨第瑞光社授證四週年暨第瑞光社授證四週年暨第瑞光社授證四週年暨第

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五屆社長交接暨瑞光新創衛星社授證典禮》》》》    

0 

南京東路五段 32 號 17F 宴會廳) 

    ////    2016201620162016----17 DTA17 DTA17 DTA17 DTA 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

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社訓練師研習會》》》》    

30 

    ////    2016201620162016----17 DMS17 DMS17 DMS17 DMS 地區社員發地區社員發地區社員發地區社員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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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04040404 月月月月 16~1716~1716~1716~17 日日日日

‧‧‧‧4444 月月月月 16~1716~1716~1716~17 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313313313313 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

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日地區年會暨暨暨暨 4444 月月月月 24~2524~2524~2524~25 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

 

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活動花絮‧‧‧‧    

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日扶輪家庭日月潭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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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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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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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Jim、Echo、Alice、Edmund、Justice、候補理事 Antony、Allen 
缺席人員： 
理事：Chow(請假)、Edward (請假)、News(請假)、Simon(請假) 
監事：Leo(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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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31 及 20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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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陳柏元擬提退社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 

(三) 案由：地區來函『2016 年第十八屆地區年會之提案內容由』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三 
決議：通過。 

(四) 案由：105 年 4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附件四－地區年會、附件五－扶輪家庭日月潭二日遊 
決議：通過。決議 4/19 例會移動至 4/16 地區年會舉行，另 4/16 移動例會免收餐費，不參與地區

年會午餐會聯誼餐敘。 
扶輪雜誌月 April 2016 

105/04/05 (二) 第 311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放假休會一次 

105/04/06 (三)『華茂社創社授證典禮暨華安社聯合例會』 
時間：18：00- 21：00 
地點：君品酒店亮廳 5F 

105/04/12 (二) 第 312 次例會 
王豫元老師／梵蒂岡面面觀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5/04/16 (六)『2016 年 DLS 地區領導人訓練研習會』 
時間：08：10- 11：45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F 

105/04/16~4/17 (六~日)『2016 年地區年會』 
時間：4/16~4/17 二天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5/04/19 (二) 第 313 次例會 
2016 年地區年會－移動例會 
時間：移動至 4/16~4/17 舉辦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5/04/24~4/25 (日~一) 扶輪家庭－日月潭二日遊 
時間：4/24~4/25 二天 
地點：南投日月潭 

105/04/26 (二) 第 314 次例會 
董國樑處長／高品質服務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