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2 年 11 月 01 日(二) / 合唱團活動》 
時  間：14：40~16：40 
地  點：台北國際藝術村 3F 練琴室(北平東路 7 號) 

2.《2022 年 11 月 02 日(三) / 熱舞團活動》 
時  間：19：00~20：00 
地  點：台北國際藝術村 3F 舞蹈室(北平東路 7 號) 

3.《2022 年 11 月 12 日(六)/ 登山隊 11 月活動暨分
區聯合守護海洋淨灘活動》 

時 間：15：00～17：00 
地 點：八里挖子尾自然保護區海灘 

4.《2022 年 11 月 21 日(一)/ 高爾夫 11 月例賽暨地
區高爾夫聯誼賽活動》 

時 間：09：30 報到／11：00 開球 
地 點：桃園大溪高爾夫俱樂部／球場餐廳餐敘 

5.《2022 年 11 月 27 日(日)/ 讀書會 11 月活動》 
時 間：13：30～16：00 
地 點：得利來福健康養生餐廳 
主講人：瑞光社 PP Ander 陳柏安 
主 題：輕鬆學油畫體驗課 
 

‧社內活動訊息‧  

《2022 年 11 月 08 日(二)／第 651 次例會暨第一次
社務行政會議》 

時  間：11：00~14：00 
地  點：晶華酒店 1F 晶華會 
主  題：六大委員會年度計劃報告 
 

‧下次節目預告‧  

‧本週節目‧  ‧10 月 18 日例會歡喜捐‧ 

應出席社友：72 位  實到社友：29 位 
上週補出席：10 位  免計出席：20 位 
本週出席率： 75%  我們想念您：Archimedes, Chow, 
Edward, Ginseng, Jack, James Chen, James Chou, Jason, Jeff, 
Jewel, Jim, Joanna, Kevin, Kitty, Linda, Lizzy, Money Vivian, 
Neil, Oliver, R.Gift, Rico, Robert, Rolisa 

‧10 月 18 日例會出席率‧ 

‧11 月喜慶慶賀‧ 

社友生日：11/7 Thomas、11/19 CK、11/20 Danny、
11/23 Allen 

寶眷生日：11/7 Jason 寶眷子娟、11/7 Oliver 寶眷
幸枝、11/13 Max 寶眷慧臻、11/15 
James Chen 寶眷維玲、11/18 Alex 寶眷
以芝、11/21 R.Gift 寶眷娟娟、11/27 
William 寶眷玉雲、11/28 Rico 寶眷秋彩 

結婚週年：11/2 James Chou、11/4 R.Gift、11/12 
Echo、11/12 Lily、11/15 Ginseng 

‧10 月 18 日例會 社長致贈主講人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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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14：00 台北晶華酒店 

2022 年 11 月 01 日第 13 卷第 13 期 

2010 年 2 月 23 日創社 
褓姆 陳茂仁 PDG Tony 
社長 吳昇蔚 P Antony 
第 6 5 0 次 例 會 社 刊  

《2022 年 11 月 01 日(二)／第 650 次例會暨喜慶日》 
時  間：12：00~14：00 
地  點：晶華酒店 1F 晶華會 
主講人：陳寶宏執行長 
講 題：元宇宙求生術 
學 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電機學系 

卡內基經理人領導訓練班 
Autodesk 3ds Max，技術認證 

經 歷： 一手創立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為創作
者解決問題」是他多年以來秉持的核心價
值。二十多年來，他帶領團隊在電腦繪圖產
業深耕，成為數百間頂尖公司的最佳技術支
援；深知產業的趨勢，亦擔任社團法人
IDEA 協會理事長、動畫特效協會理事、
SIGGRAPH Taipei Chapter理事、映CG媒體
創辦人，積極活絡CG 產業的技術與創作交
流。在技術顧問、教育訓練及動畫專案上，
也擁有多年的指導經驗；親身投入專案執
行，同時激勵團隊夥伴成為全方位的解決方
案顧問。 

現 職： 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 
映CG雜誌媒體，創辦人暨總編輯 
社團法⼈國際數位娛樂創意協會，理事長 
台灣電腦圖學與互動技術學會，理事 
台灣動畫特效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文化創意學會，常務理事 

 

Antony $2000 Apple $1000 CK $1000 

David $888 Echo $2000 Jany $1000 

Paul $1000 Philip $1000 Thomas $1000 

講師回捐 $2000 指捐登山大縱走：Tony $10000 

歡喜本期累計：$510,942 指定服務專款本期累計：$531,000 

歡喜本週小計：$10,888 指定服務專款本週小計：$10000 

歡喜總計：$521,830 指定服務專款總計：$541,000 

拍賣本期累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上期累計：$374,700 

拍賣本週小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本週小計：$2000 

拍賣總計：$0 指定行政及次級團體總計：$378,388 

 



社長當選人 陳輝燦 PE Philip 
副  社  長 湯桂禎 VP Rolisa 
秘      書 許秀瓊 S Jany 
財      務 林銘益 F Ryan 
糾      察 游一龍 Neil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陳輝燦 PE Philip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 嵇文良 Chi William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湯桂禎 VP Rolisa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陳建良 PP Thomas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徐嬌蓮 PP Linda 

1.《2022年11月11日(五)/第3、9分區關懷憂鬱症講座音樂會》 
時 間：19：00～21：30 
地 點：中油國光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2.《2022年11月12日(六)/第九分區聯合守護海洋淨灘活動 
時 間：15：00～17：00 
地 點：八里挖子尾自然保護區海灘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3.《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第九分區聯合例會》 
時 間：09：00～11：10 
地 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B1 蘇格拉底廳 
主講人：景承科技林濬暘董事長 
講 題：金融與科技的交響曲 

4.《2022 年 11 月 21 日(一)/ 地區高爾夫聯誼賽活動》 
時間：09:30 報到/11:00 開球；地點：桃園大溪球場 

‧地區分區友社活動訊息‧  

‧10月 18日第 649次例會暨近期活動花絮‧ 

 

 

 

 

 

 

 

 

 

 

 

 

 

 

 

 

 

 

 

聯  誼主委 廖家慶 Danny 
節  目主委 曾桂枝 PP Apple 
出  席主委 張祐禎 Joanna 
歌  詠主委 陳柏文 Kevin 
社  刊主委 俞雲卿 PP Kitty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十三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202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14：20 召開 

地點：晶華酒店 4F 貴賓廳 
出席人員： 
理事：Antony、Echo、Philip、Jany、Ryan、Nice、Apple、Thomas、Chi William、Allen、Danny 
監事：CK 
缺席人員： 
理事：Rolisa(請假)、Chow(請假) 
監事：R.Gift(請假)、Jim(請假) 
主席：理事長 Antony        紀錄：秘書 Jany 
一.出席報告：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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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南德社 10 月 15 日 1919 食物銀行包米一日志工活動】總共 14 人參與，包米總計 1080KG，一

日志工活動圓滿成功。 
（二）【南德社 10 月 15 日愛維養護中心社服參訪暨頒贈儀式乙案】因愛維養護中心告知院內住民有

感染並延及 2~3 位住民染疫，考量安全因素故將延期舉辦。 
（三）【10 月 28 日爐邊會地點更動】原訂吉品海鮮忠孝店餐廳，因考量菜色及預算因素，故更換地

點於晶宴會館民權館第 601 劇場，敬請大家踴躍報名。 
（四）【12 月 17 日聖誕聯歡晚會活動調整】原擬定聖誕活動結合參訪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因考量學員

12/2(五)結業後就業，故已於前次理事會決議提前至 11/29(二)舉辦。所以重新訂定 12/17 當天舉
辦聖誕聯歡晚會，並訂定場地為晶宴會館民權館第八劇場。 

（五）【南德社網站合約到期續租事宜】南德社網站租約於 11/2 到期，續租費用如附，敬請理監事詳
閱，如沒問題即按照原合約續租。（報告附件一） 

四.討論案由： 
（一）案由：本社 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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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o 康文宗提請退社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附件二） 
決議：已由社長聯繫確認本人意願，勉以通過退社申請，待費用結清正式退社。 

（三）案由：【地區函】敬邀各社以主、協辦或移動例會方式，全力支持參與本地區「想像扶輪．
兩倍服務．無限愛」根除小兒麻痺慈善民歌音樂會，並懇請支持本活動或認捐音樂會
票券，提請公決。 

說明：（附件三） 
決議：通過，社內認捐三萬元，獲贈音樂票券一般席 10 張+貴賓席 2 張。 

（四）案由：【褓姆提案】「2022 臺北北投浴衣節浴衣攝影比賽」贊助比賽獎金貳萬五千元乙案，提
請公決。 

說明：（附件四） 
決議：通過，贊助比賽獎金$25000 元；另 10/30 浴衣節活動，社長代表出席參加。 

（五）案由：本社訂定 12 月 13 日（二）第 655 次例會將舉行社員大會暨第 14 屆理監事、職員選
舉，並成立選務小組由 PE Philip 統籌相關事項，提請通過。 

說明：第 14 屆理監事、職員選舉日訂定後，需於一個月前發函通知社會局。 
決議：通過，委由 PE Philip 成立選務小組籌劃選舉事宜。 

（六）案由：2022 年 11~12 月份行事曆案，提請通過。 
說明：11/14~11/18 當週為南德社惜食送餐時間，需 1 車*2 人/組做社服送餐(大同萬華 A 路線) 
決議：通過。 

November 扶輪基金月 2022 
2022 年 11 月 01 日（二）第 650 次例會暨 11 月喜慶日 

陳寶宏執行長／元宇宙求生術 
時間：12：00~14：00 
地點：晶華酒店 1F 晶華會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第十三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022 年 11 月 08 日（二）第 651 次例會暨第一次社務行政會議 
時間：12：00~14：00 
地點：晶華酒店 1F 晶華會 

2022 年 11 月 11 日（五）第三、九分區聯合主辦「有伴無絆 -陪伴是最好的
支持」關懷憂鬱症講座音樂會 
時間：19：00~21：30 
地點：中油國光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2022 年 11 月 12 日（六）第九分區 2022-23 年度聯合守護海洋淨灘活動 
時間：15：00~17：00 
地點：八里挖子尾自然保護區海灘 

2022 年 11 月 15 日（二）第 652 次例會移動第九分區聯合例會，故當天休會 
2022 年 11 月 14~18 日（一~五）惜食廚房～南德社惜食送餐 

時間：10：40~12：1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31 號(江子翠 3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第 652 次例會暨第九分區聯合例會 
景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濬暘董事長／疫後醫療與保險科技應用 
時間：09：00~11：10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一）地區 2022-23 年度聯合高爾夫聯誼賽 
時間：09：30 報到／11：00 開球／17：30 晚會餐敘 
地點：桃園大溪高爾夫俱樂部(桃園市大西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2022 年 11 月 22 日（二）第 653 次例會暨第 5 次理監事會議 
吳博貴主任／專題演講 
時間：12：00~14：00 
地點：晶華酒店 1F 晶華會 

2022 年 11 月 29 日（二）南德社服－參訪慕光盲人重建中心暨捐贈儀式 
時間：待定 
地點：宜蘭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December 疾病預防及治療月 2022 
2022 年 12 月 06 日（二）第 654 次例會暨 12 月喜慶日 

PP Frank 杜富國／專題演講 
時間：12：00~14：00 
地點：晶華酒店 

2022 年 12 月 10 日（六）參訪台灣世界展望會苗濱偏鄉中心暨捐贈儀式 
時間：10：00~12：00 
地點：苗濱偏鄉中心 

2022 年 12 月 13 日（二）第 655 次例會 
第十三屆社員大會暨第十四屆職委員及理監事選舉 
時間：12：00~14：00 
地點：晶華酒店 

2022 年 12 月 17 日（六）第 656 次例會暨聖誕聯歡晚會 
時間：17：30~21：30 
地點：晶宴會館民權館第八劇場 

2022 年 12 月 18 日（日）地區「想像扶輪．兩倍服務．無限愛」根除小兒
麻痺慈善民歌音樂會 
時間：19：00~21：30 
地點：中油國光會議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2022 年 12 月 20 日（二）第 656 次例會移動 12 月 17 日聖誕晚會，故當天休會 

五.下次理事會議時間：11 月 22 日（二）14：10 召開會議 
六.臨時動議： 
（一）明年 2023 年 2 月 4~5 日預計參訪「兒福聯盟偏鄉傳愛」與「台灣愛希望兒童關懷協會」二個社服單

位，做二天一夜服務計劃活動。 
（二）PP Nice 長期贊助嘉義小學堂，擬提以南德社名義做社服捐贈乙案。 

決議：因 PP Nice 已捐款，故需要再請 PP Nice 重新調查嘉義小學堂最新需求意願，提請下次
理事會再議。 

附記：如本案於下次理事會通過，將一併安排明年 2 月 4~5 日二天一夜服務計劃參訪活動。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