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出席社友：69 位  實到社友：35 位 
上週補出席：15 位  免計出席： 6 位 
本週出席率：79%   我們想念您： 
Allen, Andres, Antony, Archimedes, Arjun, Change, 
Chiaohui, Chocolate, Chow, Doctor, Freedom, Herbert, 
Jewel, Kuni, Loga, Marco, Money Vivian, Peggy, 
Peter, Rico, Robert, Rolisa, Simon, Terry, Tommy, 
Victor,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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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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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篇篇篇篇～～～～‧‧‧‧    

‧‧‧‧10101010 月月月月 000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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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333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2228888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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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源老師 
講 題：如何創造台灣品牌的新價值 

學 歷： 台大商學碩士 
復旦管理碩士 

經 歷： 重威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五金品牌聯盟副主席 
中國風動工具分會副會長 
上海工具研究所高級顧問 
美和中學全國校友會理事長 
台北六堆客家會副理事長 
文化企管系傑出校友 
美和中學傑出校友 
高樹國小傑出校友 

現 任： 重威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10101010 月月月月 00006666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扶輪社員使用扶輪標扶輪社員使用扶輪標扶輪社員使用扶輪標扶輪社員使用扶輪標誌誌誌誌    

國際扶輪章程保證「扶輪社之每一社員應稱作扶

輪社員，授予佩帶國際扶輪之徽章、名牌或其他

標誌之權。」(RI 章程第 13 章)鼓勵扶輪社員在

個人名片及紙筆、信封上使用扶輪名稱及徽章；

但是，扶輪社員不得在事業的紙筆、信封或事業

名片上使用扶輪徽章，亦不得在其他事業文宣資

料，如摺頁、目錄、及網站上使用扶輪標誌。除

此之外，購買這些產品應符合國際扶輪授權規定。 

扶輪社員不得為了有利於政治競選而使用扶輪名

稱和徽章、扶輪社社員名單、或其他形式的扶輪

社員名單。利用扶輪的聯誼作為獲取政治利益的

手段，不符合扶輪精神。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 3520 知識集錦_ P.88 , 

由南德社訓練師 IPP R.Gift 及社刊主委 Philip 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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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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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第 6 卷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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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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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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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東路五段 163 號 8F) 
2222....《《《《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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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全壘打一單位$500x69 人=$34500 

歡喜上期累計：$1,006,087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775,000 

歡喜本週小計：$34,500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04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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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8728728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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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倉佳史老師 

講 題：台灣老建築－火車站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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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882882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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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老師 
講 題：孩子快樂學習的秘密基地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 ) / 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
－－－－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
嘉興國小義興分校活動嘉興國小義興分校活動嘉興國小義興分校活動嘉興國小義興分校活動》》》》至至至至 10/1510/1510/1510/15

時  間：08:00 忠孝新生捷運站 3 號出口準時發車
地  點：新竹縣尖石鄉尖石國中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3 鄰
交  通：搭小巴或中巴或共乘(答謝車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時  間：11：30 集合／12：00 開球 
地  點：老淡水球場 
7777....《《《《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 ) /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樂山療養院樂山療養院樂山療養院樂山療養院》》》》    
時  間：14：00~15：30 
地  點：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三段 187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10101010 月月月月 00006666

‧‧‧‧社內社內社內社內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原紅柿文創)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社會服務暨社會服務暨社會服務暨社會服務》》》》    

 

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社區服務暨扶輪家庭
、、、、尖石國中尖石國中尖石國中尖石國中、、、、

10/1510/1510/1510/15 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    
號出口準時發車 

鄰 80 號） 
車主油資$600)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11111111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參訪八里參訪八里參訪八里參訪八里

187 號 

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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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威秀與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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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台北花園酒店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時  間：18：30 
地  點：待主辦社公告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

地  點：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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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篩檢活動篩檢活動篩檢活動篩檢活動》》》》    
地  點：台北市公園路 30

6666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888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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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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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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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 /) /) /    地區第三次社秘會地區第三次社秘會地區第三次社秘會地區第三次社秘會》》》》    
0 

台北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四四四四) /) /) /) /    分區第三次社秘會分區第三次社秘會分區第三次社秘會分區第三次社秘會》》》》    

待主辦社公告    
六六六六))))    ////跨地區聯合例會跨地區聯合例會跨地區聯合例會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慈善慈善慈善

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    
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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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區肝病防治暨超音波地區肝病防治暨超音波地區肝病防治暨超音波地區肝病防治暨超音波

3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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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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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二○一五年十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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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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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26 參訪景仁教養院暨扶輪家庭聯誼 
104/09/19 中秋聯歡晚會 

計劃中： 10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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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18 聖誕聯歡晚會 
105/1~2 月參訪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暨扶輪家庭聯誼 
105/02/23 授證六週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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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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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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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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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中： 10/16、10/30、11/13、11/27、12/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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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中： 10/08 濱海球場、10/13 分區高球賽台北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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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員委員會主委 Leo 
A. 新進社友：1 位→07/17 授證，Grace 劉貴美 
B. 退社社友：1 位→08/31 退社，James 盧震宸 
C. 請假社友：1 位→09/01 請假，Tiger 吳金宏 
D. 免計出席社友：Eric、Gina、Mario 
E. 計劃中會議：分區 STAR 研習會活動(105/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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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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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Justice 暨社會服務組織團隊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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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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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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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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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月) 
社區服務－參訪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105/1~2 月)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 STAR 活動(105/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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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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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 

4.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Echo 
RI 基金捐獻(已捐款) Echo 賴麗珠 累計五次 

Apple 曾桂枝 累計四次 
R.Gift 林協裕 累計四次 

計劃中： 全體社友 EREY(US100/人) 

中華扶輪基金會冠名
獎學金(已捐款) 

Chow 周金朝 冠名碩士生 1 名（15 萬） 
Tony 陳茂仁 冠名博士生１名（20 萬） 

計劃中： 全體社友 統一捐款($600/人) 

5.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Chocolate（秘書 Benson 代理報告） 
計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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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地區台灣肝病根除計畫暨超音波肝病篩檢(12/13) 

四、 臨時動議： 

五、 會議結束。接續例會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