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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CLUB OF TAIPEI YUNG DONG

2012-2013年度   第十五卷   第 5期     第724次例會       中華民國101年7月24日(星期二)

今日主題：歡迎3480地區總監邱雅文D.G.Charles公式訪問

社團經歷：
美國華府D.C.律師公會（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 of Appeals及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登錄）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美國法曹協會）
LAWASIA （亞洲法學會）
台灣法學會（財務長、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仲裁技術及法規
仲裁研究委員、書刊編輯委員）
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民進黨廉政委員會委員（第二屆）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1994-1995年度第35屆社長)

地區經歷：
1995-1996年度 地區毒品濫用防止委員會委員
1996-1997年度 地區扶輪和平計畫委員會委員
1997-1998年度 地區大使獎學金同學會委員會
                 委員
1998-1999年度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9-2000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委員會主委
2000-2001年度 地區分組討論委員會副主委
2001-2002年度 地區團隊訓練委員會委員
2002-2003年度 地區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5-2006年度 地區社區暴力防止委員會主委

扶輪表彰： 
A. RI.基金會 
1984-1985年度 保羅‧E哈理斯之友獎章(本人)
1986-1987年度 保羅‧E哈理斯之友獎章(夫人)
1994-1995年度 保羅‧E哈理斯之友獎章(千金)
1994-1995年度 永久基金捐獻人獎章(本人)
1999-2000年度 保羅‧E哈理斯之友獎章(公子)
2001-2002年度 永久基金捐獻人獎章(夫人)
2008-2009年度 保羅‧E哈理斯之友獎章(本人)
2009-2010年度 鉅額捐獻獎金獎章(本人)
B.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1988-1989年度 中華扶輪獎章--梅花獎(本人)
1992-1993年度 中華扶輪獎章--蘭花獎(本人)
1993-1994年度 中華扶輪獎章--菊花獎(本人)
1994-1995年度 中華扶輪獎章--金竹獎、
                 福祿壽獎(本人)
1995-1996年度 中華扶輪獎章--梅花獎(夫人)
2002-2003年度 中華扶輪徽章(公子)

學  歷：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學士
美國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南美以美大學)，
M.C.L.比較法學士
美國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華盛頓大學)，J.D.
法律博士
英國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劍橋大學)，LL.B.
法學碩士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外人研究員
美國哈佛大學PIL結業
EUROMONEY Legal Trainings
（Financial Law School/Legal Issues in Swaps & 
Derivatives）結業

現  職：
中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中華民國及美國華
盛頓D.C.律師）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

職業經歷：
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研究員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顧問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興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政治作戰學校法律
學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比較法政セミナー講師
交通部高速鐵路協調委員會委員。

總　  監 ：邱雅文 (D.G. Charles)

籍　　貫 ：台灣．彰化

入社日期： 1983年11月2日

職業分類： 國際商事律師

所屬社：台北西北區扶輪社



四大考驗

一﹑是否真實?

二﹑是否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精神為可貴事業基礎

，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藉增廣相識為擴張服務之機會。

◆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

  務價值,即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生活。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

  之聯誼,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
                
7月18日 第723 次例會(出席率:93%)
社員: 27人   出席:  21人  出國: 4 人
免記:   人   補出席: 0 人 

缺席社友:Hero、Jumbo。

1.7月理事會
  時間:7月24日(二)下午6:30
  地點:竹里館(台北市松江路182號2樓)
  ※敬請全體理事準時出席。
   

2.原7月25日(三)第725例會變更至7/24。

3.8月1日(三)第726次例會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專題演講：扶輪公共形象
    主講人：許章賢 Medicare前總監
    邀請人：Stainless社長

4.8月8日(三)第727次例會
  ◎專題演講：消失的200天-我的肺癌
               康復日記
    主講人：高芳賓 老師
    邀請人：CP.Leader

5.8月15日(三)第728次例會
  ◎專題演講：南沙群島主權爭議
     講講人：陳定中 老師
     邀請人：PP.Chester

6.8月22日(三)第729次例會
  ◎專題演講：連絡中
     邀請人：Diamond 

7.8月29日(三)第730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3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金額事       由RTN

18,000小計

上 週 紅 箱 捐 款 2012.07.18

Alumi 請社長例會鐘聲敲大聲一點。 1,000

Color 歡喜2位交換學生報告。 1,000

Diamond 不甘歡喜兒子要出國，感謝大家的關心 2,000

Delica 歡喜YEP行前報告及AG.AS.來訪， 1,000

Frank 兒子出國，感謝大家關心。 1,000

Fred 歡喜二位小扶輪出國及例會滿座。 1,000

James 恭喜Diamond.Frank兒子出國，祝學習成 1,000

 功歸國。  

Land 歡喜AG.AS來訪及YEP行前報告。 1,000

Lawyer 預祝YEP出國同學蔡杰修.何宸祐同學往 1,000

 返及在國外平安、喜樂。  

Metal 歡喜助理總監AG.Honey及助理祕書AS. 1,000

 Solomon蒞社指導。  

Peter 歡喜AG.AS蒞社訪問及二位YEP學生蒞 1,000

 會報告及Frank.Sung見習社友。  

Stainless 歡喜AG.AS.蒞社指導，祝福YEP學生杰 2,000

 修、宸祐出國一路順風。  

Steel 歡迎助理總監AG.助理祕書AS蒞社指導。1,000

Steve 歡迎AG.Honey及AS.Solomon蒞社指導。 1,000

Honey (助理總監)歡喜參加例會。 1,000

Solomon (助理祕書)歡喜參加例會。 1,000

承上期

累計

賀～ 金 玉 良 緣
 周佑民Steve祕書娶媳婦
《景元先生與榆樺小姐婚宴》
 時間：8月3日(五)下午6:30
 地點：晶華酒店‧3樓宴會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36,000

54,000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
2012~13年度各社社長、秘書、社區服務主委
2012~13年度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旨：敬請 貴社惠予贊助「幫助漸凍人捐贈
     眼控電腦服務計畫」活動為共同主辦社。
說明：
一、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漸
     凍人協會 )為一個很弱勢的社會團體，
     在資金的募集上很困難。
二、協會理事長的先生是位漸凍人患者已長
     期臥病在床.靠著眨眼表達文字意思，
     已出版了七本書。
三、當代最偉大科學家之一，劍橋大學教授
    ，國際愛因斯坦獎及自由獎章得獎人史
    帝芬霍金博士已70歲，1963年被診斷患
    有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即運動神經
    病，當時醫生診斷他只能活兩年，他雖
    然活下來，但在往後數十年逐漸全身癱
    瘓並失去了說話能力，而他數十年來的
    教學、研究與無數科學著作都仰賴眼控
    電腦語言機器為發聲工具。
四、因為國內漸凍病症人數日益增加，國內
    醫療機構現有眼控溝通輔具設備嚴重不
    足，有鑑於此，地區委員會擬於今年
    (101年)8月底前完成此項募款活動，使
    漸凍人協會有更充裕的資金添購溝通輔
    具設備，特敬邀各社慷慨解囊共同主辦
    ，每社贊助金額為新台幣壹萬元 ( 可列
    入地區總監社區服務獎項評比) ，用愛
    心給漸凍人溫暖。
五、請將贊助費逕匯入：
    銀行：合作金庫-城內分行  
    帳號：0800-765-853474 戶名：邱雅文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2-13年度
地區總監             邱雅文 DG Charles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張盈泉 PP Rubber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林秀華 PP Ann
關懷殘障委員會主委  黃威洋 CP Robert

地 區 來 函 地 區 來 函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社長、
         各社社區服務主委
主旨：敬請　貴社惠予支持本年度地區社區服
      務重點計劃「全球氣候遽變對策」論壇
      ，並惠予贊助或為共同主辦社。
說　　明：
一、近年來氣候遽變，氣溫上升，災難頻傳，
    人類為了救地球，將面臨嚴重的考驗，為
    發揮扶輪對地球人類的關懷，特舉辦全球
    氣候遽變對策論壇，將結合專業媒體以一
    系列密集方式呈現：
    1.讓社會大眾了解「扶輪是什麼？」
       「扶輪對社會貢獻了什麼？」。
    2.透過媒體對扶輪的專訪，宣揚扶輪。
    3.參加主辦社，由各社提供一篇令人感動
      或有特色之服務呈現刊登媒體。
    4.此項活動可獲社區服務及公共關係兩項
      獎項，參加之社友，每社至少10名，另
      可獲「總監特別獎」。
二、本項活動係由國土規劃、環境保護、水資
    源、節能減碳與核能發電及城市綠化等五
    委員會共同合作舉行，有關「全球氣候遽
    變對策」論壇，時間、地點如下：
    1.時間：101年10月6日(六)下午1:00-5:00
    2.地點：圓山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3.活動內容全部刊載於工商時報。
三、請各社踴躍贊助並參加為共同主辦社。
    全球氣候遽變對策」論壇贊助金額10000
       參加為共同主辦社贊助金額20000
四、贊助款敬請匯至：
    銀行：合作金庫-城內分行  
    帳號：0800-765-853491 戶名：邱雅文
五、敬請各社踴躍支持與贊助。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2-13年度
地區總監             邱雅文 DG Charles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張盈泉 PP Rubber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林秀華 PP Ann
國土規劃委員會主委  許海龍 PP Hi-Lung
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  王川傑CP Wonderful
水資源委員會主委    葉清恩PP Consultant
節能減碳與核能發電委員會主委呂坤源PP Nelson
城市綠化委員會主委  周國訓PP Molder



主辦：Stainless 社長
時間：7月28日(星期六) 下午6:00準時開會
地點：大三元酒樓(台北市衡陽路46號
     ；2381-7180 捷運西門站)
主題：社務服務 主講：Fred   
聯誼：Richer   扶知：Chester
節目：黃郁文歸國報告
       頒發推薦新社友獎 

第一次爐邊會

2.何宸祐同學參加YEP長期交換前往法國。

8/27(一)23:10/荷航KL-808/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日  期     例會次數      邀請社友    
8月22日   第728次例會    Diamond
9月5日    第730次例會    Dlica
9月12日   第731次例會    Color

例會主講邀請

YEP訊息

上週來賓及友社社友

助理總監 AG.Honey
助理祕書 AS.Solomon
宋明超 先生            準社友
何宸祐、蔡杰修 同學   YEP學生  

1.YEP短期交換學生柯婉平派遣至巴西之交
  換生活,歡迎社友寶眷至其部落格閱覽
   http://blog.yam.com/wanpingko

左三.社長、YEP主委授旗及頒發獎學金
     給何宸祐、蔡杰修同學

第六分區社區服務
101.07.14 AM9:30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左下一.社長頒發理事當選證書
左下二.助理總監AG.Honey來訪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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