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松仁扶輪社第236次例會
暨社務行政會議

真誠待人，善心服務，美好人生



台北市松仁扶輪社第236次例會
時間 (分) 議 程 主持人

12:00~12:35 35 註冊、聯誼、餐敘、發選票

12:35~12:36 1 鳴鐘宣佈例會開始 社長陳光禹P Roy

12:36~12:39 3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聯誼黃國兆Phil

12:39~12:43 4 唱國歌、社歌 全體人員

12:43~12:46 3 社長致詞 社長陳光禹P Roy

12:46~12:51 5 RYE Inbound學生報告 施普恩Cyprien

12:51~12:54 3 秘書報告 秘書李易儒Kevin  

12:54~12:59 5 議案討論、臨時動議 社長陳光禹P Roy

12:59~13:02 3 介紹主講人 前社長張春雄PP Professor

13:02~13:47 45 專題演講： 歷年南投五校校際交流成果發表 及
111學年度校際交流活動規劃報告

雙園國小 王章嘉教務主任

黃立昇學務主任

13:47~13:50 3 致謝詞 服務計畫副主委張國權Victor

13:50~13:51 1 致贈社旗/禮品 社長陳光禹P Roy

13:51~13:52 1 頒發出席率第一名委員會 社長陳光禹P Roy

13:52~13:55 3 宣佈紅箱收入暨出席率 糾察洪淑姬Justine

13:55~14:00 5 選舉結果報告 社長陳光禹P Roy

14:00~ 鳴鐘散會 感謝參加 社長陳光禹P Roy



司儀

彭奎錡
Tony



社長鳴鐘宣佈開會

陳光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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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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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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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普恩

Cyprien



李易儒
CS Kevin

A.活動(分區)：華新社第十二週年社慶暨感恩晚會
時間：2022年12月06日(二)下午18:00註冊，18:30開始
地點：典華旗艦店六樓花田盛事廳

B.活動(分區)：仁愛社創立三十六週年慶典
時間：2022年12月09日(二)下午18:00註冊，18:30 開始
地點：台北美福大飯店二樓宴會廳

C.活動(社)：松仁社主辦一分區聯合社服活動-城鄉學童交流服務計畫歡迎會
時間：2022年12月12日(一)上午08:00 -10:15
地點：臺北市雙園國小(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15號)

D.活動(社)：松仁社第237次移動例會至年終晚會
時間：2022年12月16日(五) 下午17:30報到聯誼
地點：大直典華一樓仙侶奇緣廳

E.活動(社)：12月份真善美關懷活動
活動名稱：原住民花環DIY & 典故介紹 + 聖誕餐會

時間：2022年12月17日(六)上午09:30~12:00
地點：派樂地Event Space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16弄3號B1F)

F.活動(社)：松仁社第238次例會
時間：2023年01月05日(四)中午12:00~14:00
地點：君悅飯店

秘書報告



議案討論、臨時動議



介紹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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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歷年南投五校校際交流成果發表

及 111學年度校際交流活動規劃

報告



南投五校暨雙園國小校際交流(來訪)行程表：111.11.23版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學伴
參與

111.12.11(星期日)

11:00-12:00 午餐 (自理)

12:00- 仁中全家高山青店上車 往埔里

12:50- 埔里聯合行政園區上車 往台北

16:00~ 置放行李 國軍英雄館

16:00~ 自由采風、晚餐 (自理)

111.12.12(星期一)

06:30-07:30 早餐時間 國軍英雄館

07:55-08:00 入校 雙園校門

08:10-10:15 歡迎茶會及學伴交流時間 禮堂 ◎

10:30-12:00 雙語公開授課 禮堂 ◎

12:00-12:40 集中午餐 第一會議室 ◎

12:40-17:30 臺北市立動物園 木柵 ◎

19:00 晚餐 自理

22:00 就寢 國軍英雄館

111.12.13(星期二)

06:30-07:20 早餐時間 國軍英雄館

07:20-07:40 上學去 雙園國小

08:00-08:40 社團體驗時間 社團上課地點 ◎

08:45-12:00 入班上課 各班教室 ◎

12:00-12:40 集中午餐 第一會議室 ◎

12:40-17:3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外雙溪 ◎

17:30-19:00 晚餐 自理

22:00 就寢 國軍英雄館

111.12.14(星期三)
06:30-07:20 早餐時間 國軍英雄館
07:20-08:00 上學去 雙園國小
08:00-12:00 入班上課 各班教室 ◎
12:00-13:00 午餐 第一會議室 ◎

13:00-16:00 體育活動 ◎

16:00-17:30 創客教學 電腦教室及創客教室

17:30-19:00 晚餐時間 (自理)
22:00 就寢 國軍英雄館

111.12.15(星期四)
06:30-07:20 早餐時間 國軍英雄館
07:20-07:40 上學去 雙園國小
08:00-09:25 社團成果展(雙園+5校表演) 禮堂
09:35-12:00 入班上課 各班教室 ◎
12:00-12:40 集中午餐 第一會議室 ◎
12:40-16:00 科教館 士林 ◎
16:00-17:30 創客教學 電腦教室及創客教室

17:30-19:00 晚餐時間 (自理)
22:00 就寢 國軍英雄館

111.12.16(星期五)
06:30-07:20 早餐時間 國軍英雄館
07:20-07:40 上學去 雙園國小
08:00-08:40 社團體驗時間 社團上課地點 ◎
08:40-10:30 創客教學 電腦教室及創客教室

10:30-12:00 惜別會 第一會議室 ◎
12:00-13:00 集中午餐 第一會議室 ◎

13:00~ 南返溫暖的家
16:00~ 埔里聯合行政園區下車
16:50~ 仁中全家高山青店下車
18:00~ 收穫滿滿平安歸



111學年度校際交流歡迎茶會(臺北場)
日期：111.12.12       時間：08：10-10：15        地點：雙園國小禮堂

流程 說明

0 1. 發新聞稿
2. 邀請社區有線電視聯維蒞校採訪

一 校際交流歡迎會開始 司儀宣布(張倉凱老師)

二 致歡迎詞及介紹長官貴賓(督學) 雙園國小韓崑河校長

三 貴賓致詞 教育局長官(曾淑姿督學)
國際扶輪3522地區總監葉再成總監
松仁扶輪社陳光禹社長

四 仁愛鄉5校校長代表致詞 仁愛鄉5校校長代表發祥國小劉心怡校長

五 家長會長致詞及致贈紀念品 雙園國小家長會陳怡甄會長

六 武躍雙園 雙園國小武術隊黃筠蓁老師

七 原鄉之歌 清境笠影鄉情（擺夷舞蹈）5’
南豐南豐之聲（歌唱）3’30”
發祥女力滿格（柔道滑板技巧表演）3’
紅葉泰雅祖訓（歌唱）3’

力行泰雅傳統樂舞表演5’

八 致贈感謝狀及授旗 仁愛鄉各校及扶輪社

九 學伴交流 各校與雙園學生交流互贈紀念品

十 歡迎茶會 黃貫理營養師、總務處



致謝詞

張國權
Victor



致贈社旗/禮品



頒發出席率第一名委員會

11/17 行政管理委員會



糾察報告

洪淑姬
Justine



選舉結果報告



台北市松仁扶輪社第236次例會
暨社務行政會議

《鳴鐘閉會、感謝參加》

真誠待人，善心服務，美好人生



Nickname 金 額 備  註

小計 0

P Roy 1,000 感謝所有社友熱烈參加年度社員大會

P Roy 1,000 歡迎雙園國小王章嘉教務主任及黃立昇學務主任蒞社主講

P Roy 1,000 歡迎吳清邁博士參加松仁例會

CP Fortune 1,000 歡迎好友吳清邁董事長蒞社指導

CP Fortune 1,000 賀Andy高票當選PND

PN Ricky 1,000 恭喜社員大會圓滿成功,松仁社運昌隆

PP Steve 1,000 祝賀Andy當選PND,歡迎好朋友清邁蒞社參加例會

Andy,Ice 6,000 祝松仁社社運昌隆

Tony 1,000
歡迎雙園國小蒞臨分享城鄉校際交流,恭賀PND Andy,財務長Justine以及
各位理事當選

Kyra,Nick,Howard,Thomas
PP Peter Lawyer

1,000 恭喜PND Andy高票當選,為松仁再創新猷

Ilona,小Johnny, Jeff, Jimmy,
Jonathan, Michael, Bob,
PP Marris, Nicole

4,500 感謝松仁社大家庭的和諧與智慧,推薦Andy出來選第十四屆社長,預祝高票當選

Arosha, Edward, Lilian,
PE Sophie,  Justine, Alice,
Fiona, Arina, Jenny

4,500 眾望所歸,恭喜Andy當選PND

小計 24,000

PP Marris,Bob,Victor 3,000 指定捐款南投台北學童交流活動

小計 3,000

合計 27,000

合計 US$0.00

合計台幣 27,000
合計USD 0

111/12/01歡喜捐

其  他  捐  款

一   般   捐   款

指 定 捐 款 ( 依捐款人指定項目執行付款)

捐款 國際扶輪基金 ( TR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