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第第第第 222255558888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社務行暨社務行暨社務行暨社務行

政會議政會議政會議政會議》》》》    

時 間：12：00-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說 明：社務行政暨五大委員會報告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    

時  間：14：00 

地  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說 明：敬請擔任理監事職務的社友出席參加，

亦歡迎有興趣的社友列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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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777 日日日日    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歡喜捐‧‧‧‧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00003333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2222555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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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榮志老師 

講 題：你所不知道的司法秘辛～ 

學 歷： 台北大學法學碩士 

經 歷： 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副秘書長 

現  任：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應出席社友：70 位  實到社友：29 位 

上週補出席：15 位  免計出席： 2 位 

本週出席率：65%   我們想念您：Alice, Allen, Andres, 

Andy, Antony, Apple, Archimedes, Arjun, Chiaohui, 

Chocolate, Chow, Doctor, Echo, Edmund, Edward, Freedom, 

Herbert, James, Jason, Jim, Jonathon, Judy, Kenzo, Kozakura, 

Kuni, Loga, Marco, Mario, Money Vivian, Paul, Peggy, Peter, 

Richard, Robert, Rolisa, Terry, Tiger, Tina, Yufang 

‧‧‧‧3333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    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例會出席率‧‧‧‧  

‧‧‧‧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下週節目預告‧‧‧‧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登山社 3333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集合時間：上午 08：50 大湖公園捷運站 

登山地點：內湖鯉魚山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08080808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    第第第第 22225959595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暨暨暨 2020202001010101----    

200220022002200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IRIRIRI 前前前前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RRRRichkingichkingichkingichking 訪台歡迎晚訪台歡迎晚訪台歡迎晚訪台歡迎晚宴宴宴宴》》》》    

時  間：18：00 入席 

地  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5F 繁華廳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09090909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4444 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月份例賽》》》》    

時  間：10：30 集合／11：00 開球 

地  點：東方球場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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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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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4 日第 5 卷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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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7777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Andy LIN $500 Benson $500 Change $1000 

CK $2000 Dollar $500 Jewel $1000 

Kenjan $500 Linda $4000 Michael $1000 

R.Gift $4000 Simon $888 Thomas $1000 

Tiffany $1000 Tony $4000  

3/17 拍賣收入：Shirley $2000（Tony 提供瓷杯 1 對） 

歡喜上期累計：$1,367,194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751,388 

歡喜本週小計：$21,88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389,082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751,388 

拍賣上期累計：$5,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73,400 

拍賣本週小計：$2,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0 

拍賣總計：$7,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73,400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敬請敬請敬請敬請社友於歡喜單上需詳列文字敘述的地方社友於歡喜單上需詳列文字敘述的地方社友於歡喜單上需詳列文字敘述的地方社友於歡喜單上需詳列文字敘述的地方，，，，
請用請用請用請用（）（）（）（）註記起來註記起來註記起來註記起來，，，，將將將將於下期社刊於下期社刊於下期社刊於下期社刊列名放置列名放置列名放置列名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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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on 



‧‧‧‧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地區分區友社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8~2928~2928~2928~2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當選人訓練當選人訓練當選人訓練當選人訓練會會會會 PETSPETSPETSPETS》》》》 

時  間：3 月 28 日 9:30 開始~3 月 29 日 16:30 結束 
地  點：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台灣七地區埠際會議台灣七地區埠際會議台灣七地區埠際會議台灣七地區埠際會議》》》》    
時  間：17：30~21：20 
地  點：台北晶華酒店 3F 宴會廳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06060606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IRIRIRI 社長當選社長當選社長當選社長當選

人人人人 K.R.RavindranK.R.RavindranK.R.RavindranK.R.Ravindran 伉儷訪台歡迎晚會伉儷訪台歡迎晚會伉儷訪台歡迎晚會伉儷訪台歡迎晚會》》》》    
時  間：17：30 
地  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6F 花田盛事廳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華中社第華中社第華中社第華中社第 17171717 屆授證晚會屆授證晚會屆授證晚會屆授證晚會》》》》    
時  間：17：30~21：30 
地  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6F 花田盛事廳 
5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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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備有交通車，車上提供早餐 
發車地點：國父紀念館光復南路出口(麥當勞對面) 

發車時間：上午 7：00 準時發車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地區年會單數分區聯地區年會單數分區聯地區年會單數分區聯地區年會單數分區聯
合例會合例會合例會合例會》》》》    

時  間：12：2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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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度地區年會』地點：圓山飯店 
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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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555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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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