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出席社友：69 位  實到社友：33 位 
上週補出席：13 位  免計出席： 4 位 
本週出席率：71%   我們想念您：Allen, Andres, Andy, 
Andy LIN, Antony, Arjun, Chiaohui, Chocolate, Doctor, 
Edward, Freedom, Grace, Herbert, Jason, Jim, Jonathon, Kenzo, 
Kuni, Loga, Marco, Money Vivian, Morton, Neil, Nice, Paul, 
Peggy, Philip, Richard, Robert, Simon, Victor, Y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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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扶輪知識專欄～～～～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篇篇篇篇～～～～‧‧‧‧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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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第第第第 283283283283 次例會暨中秋晚會次例會暨中秋晚會次例會暨中秋晚會次例會暨中秋晚會》》》》    
時  間：17:30 報到聯誼／18:15 敲鐘~21:30 結束 
地  點：圓山聯誼會 
主  題：中秋聯歡晚會 
時 間 程         序 擔任職務社友 
17:30 
18:15 

聯誼、報到 
主席敲鐘宣佈開會 

 
主席 P Linda 

18:16 
18:19 
18:22 

歌詠時間 
介紹來賓 
喜慶時間 

歌詠主委 Kevin 
聯誼主委 David 

18:27 
18:30 
18:33 
18:35 
18:38 
18:41 

主席時間 
第 11 分區副助理總監致詞 
與 RYE 學生交換小社旗 
褓姆時間 
秘書報告 
糾察活動 

主席 P Linda 
PP Jonathan 
P Linda、Isadora 
褓姆 PDG Tony 
秘書 Benson 
糾察 Chow 

18:43 主席敲鐘宣佈散會 主席 P Linda 

18:45 節目時間~中秋聯歡晚會~ 晚會主持 David/Yufang 
18:45 薩克斯風演奏 南德薩克斯風 
19:00 魔術表演  
19:10 非洲嘉年華 南德舞蹈團 
19:25 賓果遊戲 遊戲主持Kenjan/Herbert
19:55 PowerGo 樂隊 Show Time Kevin 
20:25 有獎問答時間 有獎問答主持 Kevin 
20:35 歡唱 KTV 晚會主持 David/Yufang 
21:20 歡樂大合唱 
21:30 ~~Happy End 快樂返家 ~~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非非非非《《《《國際扶輪社國際扶輪社國際扶輪社國際扶輪社》》》》    
「國際扶輪」是全世界各扶輪社之聯合會，其會員為
全世界各扶輪社，亦即各扶輪社為「國際扶輪」之會
員社。 
「國際扶輪」是一個美國伊利諾州非營利法人，其組
織定名為「國際扶輪-Rotary International」英文簡稱
「RI」，不可誤稱為「國際扶輪社」。 
目前全世界有120多萬扶輪社員遍佈於200多個國家
及地理區域。 
「國際扶輪」有 34,000 多個會員扶輪社，分屬於 537
個地區(District)；所有地區分屬 34 個地帶(Zone)；所
有地帶再劃分為 41 個地域(Region)。地帶及地域之
劃分主要為選舉及教育訓練需求。南德扶輪社隸屬
10B 地帶,3520 地區的第 11 分區(11 分區包含華南、
華安、華中、華陽、南德、瑞光、鳳凰、雙贏等八社)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 3520 知識集錦_ P.53 , 
由南德社訓練師 IPP R.Gift 及社刊主委 Philip 校審) 

‧‧‧‧9999 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月喜慶‧‧‧‧  
    

 

 

 

 

 

 

 

 

 

 

 

 

 

 

 

 

 

 

 

 

 

 

 

 

 

 

 

 

 

 

 

 

 

 

 

 

 

 

 

 

 

辦事處：10442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16 號 12 樓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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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 19 日第 6卷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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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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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例會例會例會例會日日日日，，，，休會一次休會一次休會一次休會一次》》》》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 ) / 第第第第 28428428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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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華貴廳 
主講人：劉嘉明總經理 
講  題：夢想無限－續航 

Apple $1000 Change $1000 Chow $1200 

CK $1000 Echo $1000 Edmund $1000 

Justice $1000 Kozakura $1000 Linda $2000 

Michael $1000 R.Gift $1000 Rolisa $1000 

Thomas $888 Tony $1688  

歡喜上期累計：$921,311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775,000 

歡喜本週小計：$15,776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937,087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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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225,788 

 

社友生日：9/4 Kenzo、9/9 Peter、9/10 Andy、9/13 
Change、9/27 Paul 

寶尊眷生日：9/5 Andy 寶眷宇廷、9/9 Philip 寶眷念
樁、9/13 Justice 尊眷俊達、9/19 Dollar
寶眷明秋 

結婚周年慶：9/3 Simon、9/9 Marco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 ) / 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 9999
集合時間：08：30 新北投捷運站 
登山地點：北投軍艦岩步道健行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0404040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

褓姆苗栗褓姆苗栗褓姆苗栗褓姆苗栗檢測檢測檢測檢測場及社友場及社友場及社友場及社友 MichaelMichaelMichaelMichael 三義餐廳三義餐廳三義餐廳三義餐廳
集合時間：08:20 忠孝新生站 3 號出口搭乘遊覽車
參訪地點：褓姆苗栗檢測場及 Michael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0606060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第第第第 22228585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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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華貴廳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08080808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時  間：12：00 集合／12：30 開球 
地  點：濱海高爾夫球場 
5555....《《《《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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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 ) / 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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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GermGermGermGerm 訪台訪台訪台訪台埠際埠際埠際埠際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時  間：17：30 報到 
地  點：圓山大飯店 12F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  間：10：00 報到／1
地  點：台北球場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時  間：南德社輪值 15：
地  點：松壽路 1-3 道路

(介於信義威秀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聯誼賽》》》》    
時  間：09：00 報到／1
地  點：台北球場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2016201620162016
時  間：13：00~17：0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地  點：台北市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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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月份活動》》》》    

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參訪職業參訪職業參訪職業參訪
三義餐廳三義餐廳三義餐廳三義餐廳》》》》    

號出口搭乘遊覽車 
Michael 三義餐廳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社務暨社務暨社務暨社務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10101010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原紅柿文創)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88882222 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近期近期近期近期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    2016201620162016----171717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IRIRIRIPE PE PE PE John John John John 
》》》》    

12F 大會廳 
二二二二)/)/)/)/11111111 分區聯合高爾夫球敘分區聯合高爾夫球敘分區聯合高爾夫球敘分區聯合高爾夫球敘》》》》    

11：00 開球 

六六六六)/)/)/)/11111111 分區聯合捐血活動分區聯合捐血活動分區聯合捐血活動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00~17：30 

道路 
信義威秀與 ATT 4 FUN 之間) 

)/)/)/)/2016201620162016 年地區年會高爾夫球年地區年會高爾夫球年地區年會高爾夫球年地區年會高爾夫球

11：00 開球 

2016201620162016----17171717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獎助金管理研習會獎助金管理研習會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日日日日))))    ////    地區肝病防治活動地區肝病防治活動地區肝病防治活動地區肝病防治活動》》》》    
3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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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