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出席社友：69 位  實到社友：31 位 
上週補出席：16 位  免計出席： 6 位 
本週出席率：75%   我們想念您： 
Andres, Andy, Andy LIN, Arjun, Change, Chocolate, 
Chow, David, Doctor, Edward, Freedom, Herbert, Jason, 
Jim, Jonathon, Kenjan, Kevin, Kuni, Loga, Marco, Neil, 
News, Peggy, Peter, Philip, R.Gift, Robert, Simon, Terry, 
T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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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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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3333 篇篇篇篇～～～～‧‧‧‧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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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2727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88288288288 次例會暨社會服務次例會暨社會服務次例會暨社會服務次例會暨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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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歷： 私立輔仁大學夜間部會計系 

經 歷： 市立療養院圖書館 
中央電影公司製片企劃編審 
自由編劇及作家 

現  任： 吳念真企劃製作有限公司董事長 

殊  榮： 1993 年第 5 屆金曲獎最佳方言作詞人獎 
1994 年所編劇執導的電影多桑獲得義大

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希臘鐵撒
隆尼卡影展銀牌獎、費比西獎、最
佳男演員獎；新加坡影展評審團獎。 

1997 年第 32 屆電視金鐘獎企業類廣告獎 
2004 年第 28 屆金鼎獎兒童及少年圖書類

─圖畫書類 
2006 年第 41 屆金鐘獎最佳資訊節目類主

持人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日歡喜捐‧‧‧‧    

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國際扶輪組織國際扶輪組織國際扶輪組織國際扶輪組織    
1998 年 7 月 1 日：國際扶輪理事會批准台灣劃成七
個地區：    
3460地區：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3470地區：台南市台南縣、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澎湖縣。 
3480地區：台北市西區及新北市中和、永和、新店。 
3490地區：基隆市、新北市部份、宜蘭縣、花蓮縣。 
3500地區：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3510地區：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 
3520地區：台北市北、東、南區及新北市淡水、汐止、

萬里、金山。 
3520地區，目前有21個分區，144個扶輪社，共有6181
位扶輪社友(其中女社友1725位，男社友4456位，平
均年齡約51歲) 。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際扶輪 3520 地區網頁_2015 年 8 月份出
席率報告 http://ri3520.org/?p=3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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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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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 27 日第 6 卷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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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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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y $888 Apple $1000 Archimedes $666 

Benson $666 CK $1000 Diana $500 

Echo $1000 Edmund $1000 Grace $1000 

Jewel $1000 Kenzo $1000 Kozakura $1000 

Leo $1000 Linda $2000 Michael $1000 

Paul $1000 Rolisa $1000 Thomas $888 

Tina $1000 Tony $2000 William $1000 

10/20 華南社 IPP Justin $2000 

10/20 指定捐款新竹尖石社服：Edmund $5000 

10/20 指定捐款新竹尖石社服：Justice $10000 

歡喜上期累計：$1,051,951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810,000 

歡喜本週小計：$23,60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5000 

歡喜總計：$1,075,559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8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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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月月月月 0303030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第第第 2828282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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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家劉興欽老師 
講 題：專題演講 



1111....《《《《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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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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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 ) /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登山社三合一活動登山社三合一活動登山社三合一活動登山社三合一活動－－－－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
金會金會金會金會、、、、尖石國中尖石國中尖石國中尖石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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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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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山：天然谷溫泉步道 
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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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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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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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

‧‧‧‧社內社內社內社內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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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扶輪家庭扶輪家庭扶輪家庭扶輪家庭、、、、

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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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出口準時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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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原紅柿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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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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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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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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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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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程：10:00 報到聯誼，
        11:45 聯合例會 
        14:00 慈善音樂會
地  點：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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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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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88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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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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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遊會開始 
 

慈善音樂會～17:3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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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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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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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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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News、候補理

事 Neil 

監事：Leo、Kozakura、Paul 

缺席人員： 

理事：C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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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位，請假 2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討論案由： 

(一) 案由：本社 2015/07/31 與 2015/08/31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 案由：社友 Richard 擬提退社乙案、Morton 擬提請假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二 

決議：通過。Morton 准予請假，Richard 以請假半年處理。 

(三) 案由：擬提本社是否以移動例會參加『11 月 14 日（六）2015 年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

愛心義賣園遊會』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三 

決議：通過，確定 11/17(二)例會提前移動到 11/14(六)舉行，並認購園遊券 55 張(社人數*80%)贊

助此活動。 

(四) 案由：擬提本社是否參加『12 月 13 日（日）2015-16 年度地區台灣肝病根除計畫及衛教宣導活

動』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四 

決議：通過，並贊助活動款 NT$20000 元，屆時將協助地區招募本社義工三名協助此活動。 

(五) 案由：擬提將於 104 年 11 月舉辦『樂山療養院物資捐贈計劃』社會服務乙案，提請公決。（服

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Justice 提案） 

說明：附件五 

決議：通過，並贊助物資捐贈 NT$98600 元。 

(六) 案由：本社謹訂於 12 月 08 日（二）第 294 次例會將舉行社員大會暨第七屆理監事、職員選舉，

並成立選務小組由 PE Apple 統籌相關事項，提請通過。 

說明：第七屆理監事、職員選舉日訂定後，需一個月前發函通知社會局，煩請通過。 

決議：通過。 

(七) 案由：本社擬訂於 12 月 12 日（六）舉辦聖誕聯歡晚會乙案，提請通過。 

說明：聖誕晚會擬委由聯誼主委 David 籌畫，並訂定移動 12 月 15 日(二)例會舉行，場地訂定康

華飯店 B1 華貴廳舉辦，餐費部份再行討論。 

決議：通過。 

(八) 案由：本社擬訂定 105 年 2 月 23 日（二）舉辦授證六週年慶典乙案，提請通過。  

說明：授證六週年慶典擬委由秘書籌劃，場地與餐費部份及貴賓邀約名單再行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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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案由：104 年 10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 

決議：通過。 

經濟及社區發展月 October 2015 

104/10/02 (五) 2016-17 年度 RIPE John Germ 訪台埠際會議 

時間：17：30～21：30 

地點：圓山大飯店 12F 大會廳 

104/10/04 (日) 南德社職業服務 

職業參訪－褓姆苗栗檢測場及 Michael 三義餐廳 

地點：苗栗檢測場及三義餐廳 

104/10/06 (二) 第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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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13 (二) 第 286 次例會 

廖永源老師／如何創造台灣品牌的新價值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0/13 (二) 2015-16 年度第 11 分區聯合高爾夫球敘 

時間：10：00 報到／11：00 開球 

地點：台北球場 

104/10/20 (二) 第 287 次例會 

片倉佳史老師／台灣老建築－火車站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0/24 (六) 2015-16 年度第 11 分區聯合捐血活動 

時間：南德社輪值 15：00～17：30 

地點：松壽路 1-3 道路(介於信義威秀與 ATT 4 FUN 之間) 

104/10/27 (二) 第 288 次例會 

吳念真老師／孩子快樂學習的秘密基地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0/31 (六) 南德社新竹縣尖石鄉社會服務暨扶輪家庭活動 

社服參訪－新竹縣尖石鄉「博幼基金會」、「尖石國中」、「嘉興國小義興分校」 

四.臨時動議： 

(一) 案由：退社社友 James 入社費二度收取退費乙案，提請討論。（提案人：秘書 Benson） 

決議：通過，溢退入社費二萬元。 

(二) 案由：擬提獎助學金辦法乙案，提請討論。（提案人：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Justice） 

說明：尋找有需求的學校、學生，並提出每位獎助學金二萬元，預計提報 10 位。 

決議：初步通過，相關活動辦法，後續再提請研議。 

(三) 案由：1040825 理事會案由二，有關次級團體「南德日文學堂」補助款乙案，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提撥補助款一萬元。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