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2222444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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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淇銘教授 
講 題：學習創造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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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222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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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111 月月月月 0000666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2222444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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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雄老師 

講 題：從古至今看自己愛自己 

學 歷： 海洋大學漁業學系畢業 

民國 69 年中醫特考及格 

經 歷：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研究所及附設醫院中

醫內科醫師 

現  任： 李家雄中醫診所負責人 

台北市體育會鐵人三項委員會主任委員 

應出席社友：70 位  實到社友：40 位 
上週補出席：10 位  免計出席： 3 位 
本週出席率：75%   我們想念您：Andres, Andy, 
Antony, Apple, Arjun, Chocolate, Doctor, Freedom, 
Herbert, Jonathan, Kenjan, Kevin, Kozakura, Kuni, 
Linda, Loga, Marco, Mario, Michael, Money Vivian, 
Nino, Peter, Richard, Robert, Tiger, Tommy, Yufang 

‧‧‧‧11112222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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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社內活動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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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6 日第 5 卷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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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6666 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次 例 會 社 刊     

Alice $1000 Archimedes $1000 Benson $1000 

Chow $1200 CK $1200 Echo $1000 

Edmund $1000 Judy $888 Neil $1000 

Paul $1000 R.Gift $2000 Terry $1000 

Thomas $1000 Tina $1000 Tony $2000 

Tiffany $1000 PP Hipo $2000 來賓 Viagra $1000 

R.Gift 夫人 $2000 新中區社 $3000 七星社PP Holi夫人 $1000 

歡喜上期累計：$1,180,751 指定服務專款上期累計：$1,518,000 

歡喜本週小計：$27,28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0 

歡喜總計：$1,208,039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1,518,000 

拍賣上期累計：$5,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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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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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7~117~117~117~11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日日日日) / ) / ) / ) / 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高爾夫 1111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海外海外海外海外例賽例賽例賽例賽暨旅遊活動暨旅遊活動暨旅遊活動暨旅遊活動》》》》    

地  點：泰國《曼谷/芭達雅》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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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22224444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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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星教授 
講 題：指紋辨識的資訊時代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第第第第 22224949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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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華老師 
講 題：免疫與運動治療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    登山社尾牙登山社尾牙登山社尾牙登山社尾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集合時間：上午 8:50 大湖公園捷運站 
地  點：內湖大湖公園白鷺鷥親山步道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8~2/2318~2/2318~2/2318~2/23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一一一一) / ) / ) / ) / 春節休假春節休假春節休假春節休假》》》》    
7777....《《《《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 / ) / ) / 南德社五週年典禮南德社五週年典禮南德社五週年典禮南德社五週年典禮》》》》    
時  間：18：00~21：30 
地  點：台北世貿大樓 33F 世貿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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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0707070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2014201420142014----15151515 年度中華扶輪年度中華扶輪年度中華扶輪年度中華扶輪
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學金頒獎典禮》》》》    

時  間：12:00 ~ 17:30 
地  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65 號) 
6666....《《《《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0707070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年度地區團隊年度地區團隊年度地區團隊年度地區團隊

訓練研習會訓練研習會訓練研習會訓練研習會 DTTSDTTSDTTSDTTS》》》》    
時  間：09:30 ~ 17:3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7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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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社

長當選人訓練長當選人訓練長當選人訓練長當選人訓練會會會會》》》》    
時  間：3 月 28~29 日二天 
地  點：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1111....《《《《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 /) /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華安社授證 19191919 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周年慶典》》》》    
時  間：17：30~20：30 
地  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2F 國際廳 
2222....《《《《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地區第四次社秘會地區第四次社秘會地區第四次社秘會地區第四次社秘會》》》》    
時  間：14：30~17：00 
地  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2F 
3333....《《《《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 /) /) /    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分區第四次社秘會》》》》    
時  間：18：00 
地  點：待主辦社通知 
4444....《《《《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11111111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聯合感恩音樂會聯合感恩音樂會聯合感恩音樂會聯合感恩音樂會》》》》    
時  間：14:30 ~ 17:00 
地  點：台北松菸誠品表演廳 

(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B2 誠品表演廳) 

‧‧‧‧11112222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第第第第 2222444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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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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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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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4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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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Jim、Benson、Philip、William、候補理事 Chow 

監事：Kenzo、Justice 

缺席人員： 

理事：Linda(請假)、Apple(請假)、Michael(請假)、Herb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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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位，請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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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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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區來函之『函請各社通信投票表決 3480 地區五社回歸本地區案』乙案，提請公決。 

說明：詳附件二。 

決議：通過，同意 3480 地區五社回歸本地區。 

(三) 案由：依地區來函之『函知各社 2017-18 年度指定總監提名人(DGND)通信投票事宜』乙案，提請

公決。 

說明：詳附件三。 

決議：通過，提名 CP Sara 為 2017-18 年度總監提名人。 

(四) 案由：社友 Nino、Vincent 提請退社申請，提請決議。 

說明：詳附件四。 

決議：通過社友 Nino、Vincent 退社申請，並委由 IPP Nice 了解後續 Nino 退社繳款相關事宜。 

(五) 案由：104 年 1～2 月份行事曆通過案。 

說明： 

決議：通過。另南德五週年授證，高槻東姐妹社貴賓委由國際主委 Michael 安排停留期間的行程，

另外因場地限制，本次慶典將不邀請小扶輪參與，並請出席主委協助邀約，其他細項事由

將於 1 月 13 日(二)召開第一次授證籌備小組會議討論。 

扶輪理解推行月 January 2015 

104/1/02 (五) 連續假期補休假 

104/1/06 (二) 第 246 次例會 

李家雄老師／從古至今看自己愛自己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09 (五) 華安社授證 19 週年晚會 

時間：17：30 ~ 20：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2F 國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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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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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3 (二) 第 247 次例會 

莊淇銘教授／學習創造奇蹟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20 (二) 第 248 次例會 

許文星教授／指紋辨識的資訊時代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27 (二) 第 249 次例會 

易天華老師／免疫與運動治療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1/31 (六) 11 分區聯合感恩音樂會 

時間：14：30 ~ 17：00 

地點：台北松菸誠品表演廳(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B2 誠品表演廳) 

 
世界瞭解月 February 2015 

104/2/03 (二) 第 250 次例會 

曲兆瑞老師／談健康快樂過一生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2/10 (二) 第 251 次例會 

涂鄂良老師／百字凝思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2/17 (二) 第 252 次例會 

郭哲誠老師／成功老化，銀向成功！ 

時間：12：00- 14：00 

地點：康華飯店 B1 華貴廳 

104/2/18 (三)～104/2/23 (一) 農曆春節休假 

104/2/24 (二) 第 253 次例會暨南德社授證五週年晚會 

時間：17：30-21：30 

地點：台北世貿大樓 33F 世貿聯誼會 

六.臨時動議： 

案 由：本社幹事 Lilyan 薪資調整乙案，提請公決。 

提案人：財務 Jim 

說 明：本社幹事 Lilyan 自 100 年 8 月 8 日入社服務，於 100 年 11 月正式任用薪資為 NT30,000 元，

該員入社服務至今年度 103 年 12 月已達三年又四個月餘未調整薪資，故擬提幹事薪資調

整為 NT$33,000 元，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