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當選人 徐嬌蓮 PE Linda 
副  社  長 曾桂枝 VP Apple 
秘      書 盧震宸 S  James 
財      務 林鴻銘 F  Jim 
糾      察 林士傑 Herbert 
副  糾  察 曾翌憲 Andres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徐嬌蓮 Linda 
社    員委員會主委 潘基水 Peter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蘇秋文 PP Kenzo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魯逸群 Edmund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劉玉芬 Money Vivian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第第第第 22226161616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地區年會暨地區年會暨地區年會暨地區年會
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    

時  間：12：20~15：05 
地  點：圓山飯店 12F 大會廳 
說  明：此為移動例會，餐費按照康華例會收取， 

不另加收費用，敬請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2222626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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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宛如老師 
講 題：食物正義和公平貿易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2222606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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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鈴老師 
講 題：全方位的健康促進    
學 歷： 華岡藝校舞蹈科系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碩士 
經 歷： 1.國內健身業界的證照達人 

2.健康促進講座達人 
3.全方位之運動保健經理人 
4.ISO9001 認證評鑑考核主管 
5.中華企業內訓講師證照 
6.榮獲“體適能界精英獎“ 
7.台北流行時尚藝術協會美姿美儀講師 
8.美麗房屋職前訓練、曼都髮廊職業訓練 
9.聖德基督書院接待禮儀訓練講師 
10.健康兩點靈、慈濟醫院醫療保健示範 

現  任： 潘朵拉舞適能學院執行長 
全適能健康管理中心企業內訓講師 

‧‧‧‧本月喜慶本月喜慶本月喜慶本月喜慶‧‧‧‧4/144/144/144/14----4/304/304/304/30‧‧‧‧    

社友生日：4/15 Judy 
寶尊眷生日：4/15 Robert 寶眷美貞、4/16 Kenjan

寶眷慧芳、4/17 James 寶眷明珠 
結婚周年慶：4/16 Kenjan、4/19 Kuni、4/27 Antony、

4/27 Apple 
應出席社友：70 位  實到社友：47 位 
上週補出席：11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85%   我們想念您：Andres, Andy, Apple, 
Archimedes, Chocolate, Doctor, Edward, Freedom, Jason, 
Jim, Judy, Kuni, Loga, Marco, Mario, Money Vivian, 
Thomas, Tiger, Tommy, William, Yufang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4444 月月月月 080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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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位  實到社友：37 位 
上週補出席：12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72%   我們想念您：Allen, Andres, Andy, 
Andy LIN, Arjun, Benson, Chiaohui, Chocolate, Doctor, 
Echo, Freedom, Herbert, Jason, Jewel, Jim, Jonathon, Judy, 
Kozakura, Kuni, Loga, Marco, Mario, Money Vivian, News, 
Peter, Richard, Rico, Shirley, Simon, Tiffany, Y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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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08、14 日第 5卷第 41~42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 創社 
褓    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    長  林協裕 P R.Gift 

第第第第 2222 59 ~ 2 6 05 9 ~ 2 6 05 9 ~ 2 6 05 9 ~ 2 6 0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Allen $1688 Andy LIN $500 Arjun $1000 

Benson $1000 Chow $1200 CK $1200 

Edmund $8888 Herbert $2000 James $888 

Jewel $1000 Jonathon $5000 Justice $1000 

Kenjan $500 Kenzo $1000 Kozakura $1000 

Linda $2000 Michael $1000 Neil $888 

News $888 Paul $1000 R.Gift $2000 

Richard $666 Robert $2000 Rolisa $1000 

Shirley $666 Tony $666  

3/31 拍賣收入(大吟釀)：Linda $5000、Michael $5000 

3/31 指定捐款登山社：Echo $20000 

歡喜上期累計：$1,411,458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784,788 

歡喜本週小計：$40,63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452,096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784,788 

拍賣上期累計：$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73,400 

拍賣本週小計：$10,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20,000 

拍賣總計：$1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93,400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自自自自 4 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月份起，，，，除了社長與褓姆除外除了社長與褓姆除外除了社長與褓姆除外除了社長與褓姆除外，，，，不再鼓勵不再鼓勵不再鼓勵不再鼓勵
社友歡喜捐社友歡喜捐社友歡喜捐社友歡喜捐，，，，敬請留意敬請留意敬請留意敬請留意。。。。 

聯  誼主委 鐘宇芳 Yufang 
副聯誼主委 王鵬翔 Benson 
節  目主委 陳輝燦 Philip 
出  席主委 王珠玉 Diana 
歌  詠主委 林肇寬 CP CK 
社  刊主委 施畯助 Jonathan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地區領導人研習會地區領導人研習會地區領導人研習會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DLSDLSDLS》》》》    

時  間：08：30~17：30 

地  點：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金山區青年路 1 號）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5~2625~2625~2625~2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日日日日)/)/)/)/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    

地  點：圓山大飯店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11111111 分區總監公訪會前會分區總監公訪會前會分區總監公訪會前會分區總監公訪會前會》》》》    

時  間：13：30~15：00 (南德社時段) 

地  點：地區辦事處(敦化南路二段 200 巷 18 號 8F)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15151515----16161616 社長秘書聯席會前會社長秘書聯席會前會社長秘書聯席會前會社長秘書聯席會前會》》》》    

時  間：14：00~17：00 

地  點：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DTADTADTADTA 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講習會》》》》    

時  間：08：15~21：3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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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30 

地  點：圓山大飯店 10F 國際會議廳 

7777....《《《《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6~96~96~96~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二二二二)/)/)/)/    巴西國際年會巴西國際年會巴西國際年會巴西國際年會》》》》    

8888....《《《《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DMSDMSDMSDMS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時  間：13：30~17：3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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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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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9999 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 ) / 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合唱團活動》》》》    
時  間：15：00~17：00 

地  點：民有里活動中心(民權東路三段140巷15號4F)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第第第第 22226161616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地區暨地區暨地區暨地區

年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年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年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年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    
時  間：12：20~15：05 

地  點：圓山飯店 12F 大會廳 

4/25

(六) 

08:30~10:45 開幕式及第一全會 12F 大會廳 

11:00~12:20 
提案表決 10F 松柏廳 

分組討論 VF 及 10F 

12:20~13:10 午餐 12F 大會廳 

13:30~15:05 單分區聯合例會 12F 大會廳 

15:15~17:40 第二全會 12F 大會廳 

18:00~21:20 光耀扶輪之夜 12F 大會廳 

4/26

(日) 

08:30~11:25 第三全會 12F 大會廳 

11:25~12:35 午餐 12F 大會廳 

13:05~14:40 雙分區聯合例會 12F 大會廳 

14:50~17:45 第四全會及閉幕式 12F 大會廳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扶輪家庭與登山社二扶輪家庭與登山社二扶輪家庭與登山社二扶輪家庭與登山社二
合一合一合一合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之重遊鯉魚山之重遊鯉魚山之重遊鯉魚山之重遊鯉魚山》》》》    

集合時間、地點：再行公布 

時間：2015 年 0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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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ift、Nice、Linda、James、Benson、Michael、Philip、Herbert、候補理事 Chow 

監事：Kenzo、Justice 

列席：Change 

缺席人員： 

理事：Apple(請假)、Jim(請假)、William(請假) 

監事：Chocolate(請假) 

主席：理事長 R.Gift        紀錄：秘書 James 

一.出席報告：第 5 屆理事應出席 11 位，實出席 9 位，請假 3 位，達法定人數。 

二.理事長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討論案由： 

(一) 案由：本社 2015/02/28 之財務報表通過案，提請公決。 

說明：詳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 案由：2015 年地區年會提案內容進行表決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詳附件二。 

決議：同意通過，其中提案三由合格會計師審核。 

(三) 案由：104 年 4 月份與 5 月份行事曆通過案。 

說明：Ｉ.4 月 7 日(二)第 259 次例會移動到 4 月 8 日(三)大直典華 5F 繁華廳舉行，餐費按照康華

例會收取，不另加收費用。 

ＩＩ.4 月 21 日(二)第 261 次例會移動到 4 月 25 日(六)圓山飯店舉行，餐費按照康華例會

收取，不另加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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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9999 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ＩＩＩ. 5 月 19 日(二)第 265 次例會，臺東普悠瑪社將蒞社參訪。 

決議：通過。 

扶輪雜誌月 April 2015 

104/4/03~104/4/06 (五~一) 兒童節及清明掃墓連續國定假日 

104/4/08 (三) 第 259 次例會（原為 4/07 移動例會） 

2001-2002 年度 RI 前社長 Richking 訪台歡迎晚會 

時間：18：00 入席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5F 繁華廳 

104/4/11 (六) 華中社第 17 屆授證晚會 

時間：17：30 ~ 21：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6F 花田盛事廳 

104/4/14 (二) 第 260 次例會 

陳玲老師／全方位的健康促進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4/18 (六)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 

時間：08：30 ~ 17：30 

地點：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104/4/25 (六) 第 261 次例會（原為 4/21 移動例會） 

地區年會－單數分區聯合例會 

沈方正老師／感動服務 

時間：12：00- 14：00 

地點：圓山大飯店 12F 大會廳 

104/4/25~26 (六~日) 地區年會 

地點：圓山大飯店 

4/25(六) 

08:30~10:45 開幕式及第一全會 12F 大會廳 

11:00~12:20 
提案表決 10F 松柏廳 

分組討論 VF 及 10F 

12:20~13:10 午餐 12F 大會廳 

13:30~15:05 單分區聯合例會 12F 大會廳 

15:15~17:40 第二全會 12F 大會廳 

18:00~21:20 光耀扶輪之夜 12F 大會廳 

4/26(日) 

08:30~11:25 第三全會 12F 大會廳 

11:25~12:35 午餐 12F 大會廳 

13:05~14:40 雙分區聯合例會 12F 大會廳 

14:50~17:45 第四全會及閉幕式 12F 大會廳 
 

104/4/28 (二) 第 262 次例會 

余宛如老師／食物正義和公平貿易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May 2015 

104/5/01 (五) 五一勞動節 

104/5/05 (二) 第 263 次例會 

鄭丹妮老師／中華五千年的藝術瑰寶：古典舞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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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9999 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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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屆屆屆屆第二次社務行政第二次社務行政第二次社務行政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104/5/12 (二) 第 264 次例會 

邱義城 PP Casio／【Be better person ,Be happy】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5/19 (二) 第 265 次例會（臺東普悠瑪社將計劃蒞社參訪） 

邀約中／專題演講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5/26 (二) 第 266 次例會 

陳禹安老師／台灣歌仔戲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五.臨時動議： 

(一) 案由：當屆財務運作如有結餘款，將提存做下屆預備金使用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第二屆的定存部份，待第二屆理事會開會告知，其結果與本屆共同併入使用。 

(二) 案由：有關參訪臺東普悠瑪社欲締結金蘭社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待 5 月 19 日來訪後，再討論是否締結及設立金蘭社主委，以及由下屆事務當局編列預算

進行之。 

(三) 案由：本社次級團體補助款調整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次級團體人數需 10 人以上得以補助，另補助款是否以人數計算之再行討論。 

六.散會 

時間：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十三時零分 
地點：康華大飯店 B1 華貴廳 
出席人員：全體社友 
主席：R.Gift            記錄：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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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A. 聯誼/扶輪家庭活動 

已舉辦： 103/08/29 中秋聯歡晚會 
103/09/26 爐邊會 
103/12/19 聖誕暨迎新晚會 
103/12/06~07 苗栗泰安溫泉之旅 
104/01/31 迎新聯誼餐敘 
104/02/24 授證五週年慶典 

計劃中： 104/04/12 女社友及寶眷聯誼會 
B. 次級團體活動 

登山社： 
已舉辦： 07/27 內湖五指山 

08/23 石碇淡蘭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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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宜蘭望龍埤湖邊健行+Edward 員山鄉別墅參訪 
11/30~12/01 花蓮蝴蝶谷 
12/27 北投中正山+PP Kenzo 豪宅參訪 
02/01 內湖大湖公園白鷺鷥親山步道(尾牙) 
02/27 北投白宮山莊步道+Chow 石頭厝參訪(走春) 
03/28 內湖鯉魚山 

讀書會：  
已舉辦： 7/12<讀咖啡>蘇彥彰老師 

8/09<醫學發展的故事>蘇上豪醫師 
9/13<小說裡的美食-張大千與張學良>張國立作家 
11/22<結拜:我的青春追想曲>張瑞昌作者 
12/13<戀酒絮語>陳匡民作家 

合唱團：每月隔週日下午 3:00~5:00 在民有里活動中心固定練唱 
已舉辦： 11/13 地區社長秘書聯席會獻唱 

12/21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欣賞 
高爾夫：7/10 老淡水球場、8/14 新淡水球場、9/18 龍潭球場、10/9 大屯球場、11/24

大溪鴻禧球場、12/11 長庚球場、1/7~1/11 泰國曼谷(海外例賽)、2/5 新淡水球
場、3/12 美麗華球場、4/9 東方球場(即將舉辦)等十場活動 

2. 社員委員會主委 Peter 
A. 新進社友：新進 18 位 

08/05 授證 Arjun 李俊德、Rolisa 湯桂禎 
10/21 授證 Mario 方亮 
11/04 授證 Dollar 沈明光 
11/11 授證 David 江和、Jason 劉進益、Jewel 黃淑惠、Simon 劉邦寧 
11/25 授證 Allen 高豐成、Andy 陳俊翰、Morton 陳柏仲、Tommy 唐敏

峰、Vincent 洪慶宗 
12/16 授證 Andy LIN 林鈺鈞、Kevin 陳柏文 
12/19 授證 Tiffany 洪香萍 
02/24 授證 Chiaohui 蘇巧慧、Peggy 陳蓓琪 

B. 已舉辦會議：分區 STAR 研習會活動(103/11/08) 
3.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PP Kenzo 

社區服務主委 Philip 
A. 社內服務計劃(含地區、分區) 

社區服務－分區肝炎防治活動(7/26) 
社區服務/青少年服務－南德學堂『宜蘭武淵國小』課後輔導班開辦(10/4) 
國際服務－RFE 扶輪接待家庭友誼交換(10/14) 
社區服務－分區聯合捐血活動(10/25) 
社區服務－拉拉山原鄉部落在學學生家庭認養水蜜桃活動(10/26) 
職業服務－職業楷模表揚-優良企業員工(10/28)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 STAR 活動(11/8)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高爾夫聯誼賽(11/24) 
社務服務－分區聯合電影欣賞活動(12/6) 
社區服務－分區聯合歲末送愛心 溫馨棉被情活動(12/20) 
社區服務－地區慈善跨年晚會活動(12/31) 
社區服務－參訪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1/19) 
社區服務－分區聯合感恩音樂會活動(1/31) 
社區服務－地區肝病防治免費篩檢活動(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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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青少年服務－參訪雲林宜梧國中(2/4) 
社區服務－扶輪有情寒冬送暖-刈包吉 街友圍爐愛心宴(2/17) 
國際服務－姐妹社高槻東社訪台(2/24~2/26) 

B. 指定捐款(含社內、社友) 
高雄氣爆捐款(8/22) 
我愛學田計劃(9/05) 
南德學堂『宜蘭武淵國小』課輔班(10/3) 
歲末送愛心 溫馨棉被情(12/5) 
桃園弘化同心共濟會(1/12) 
高雄基督教山地育幼院(1/12) 

職業服務主委 William（PP Kenzo 代理報告） 
→擬預計於六月上旬辦理『職業參訪－社友 Jewel 的野柳海洋世界』 

國際服務主委 Michael 
→今年地區申請 Global Grant 五十萬美金舉辦『Liver Disease Eradication Initiative 台灣
肝病根除計畫（案號 GG1420330）』與全國七個地區合作推動本案，感謝高槻東姐妹社。 

青少年服務主委 Kenjan 
→目前宜梧國中已發包採購單槍投影機與窗簾並施作進行中。 

4.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Edmund 
RI 基金捐獻 R.Gift 林協裕 永久基金 

Change 吳俊達 累計四次 
Edmund 魯逸群 累計三次(以社內計，有鉅額捐款) 
Michael 李建勳 累計二次 
Thomas 陳建良 首捐 
Paul 林彥博 首捐 
Money Vivian 劉玉芬 首捐 
全體社友 EREY(US100/人) 

中華扶輪基金會
捐獻-今年度榮獲
『貳百萬功勞獎』 

Tony 陳茂仁 永久基金（20 萬） 
Tony 陳茂仁 冠名博士生１名（20 萬） 
Alice 張雅琴、Echo 賴麗
珠、Edmund 魯逸群、
Herbert 林士傑、南德社 

冠名碩士生２名（30 萬） 

Edward 李倉廷 冠名博士生１名（20 萬） 
全體社友 統一捐款($600/人) 

1.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Money Vivian（PE Linda 代理報告） 
社區服務－地區肝病防治免費篩檢活動(01/31) 
社區服務－扶輪有情寒冬送暖-刈包吉街友圍爐愛心宴(02/17) 

2. CP CK 補充報告→ 
a.地區肝病防治計劃 
b.申辦 2022 年扶輪國際年會在台北 
c.3520 地區重新劃分三個地區分別為 3521 地區：北區系統、3522 地區：東區系統+西區
系統、3523 地區：南區系統（南德社歸屬為 3523 地區） 

四、 臨時動議： 
1.建議本社設置 FB 分享訊息（提案人 Kevin） 

Ans：交由下屆理事會討論再議 
2.本社 LINE 群組是否分類管理（提案人 R.Gift） 

Ans：交由下屆理事會討論再議 
五、 會議結束。接續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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