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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   第十八卷   第 2 期     第866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7月8日(星期三)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1.7月15日(三)第867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2 張萬泉Lawrence前社長結婚50週年
  慶，宴請全體社友、夫人。
  時間:7月17日(五)下午6:00入席
        6:30用餐
  地點:春申食府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66號
  ※敬請全體社友暨夫人準時出席。

3.7月22日(三)第868例會與褓姆社-
  永和社聯合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敬請各工作主委11:00出席總監
    來訪會前會。

4.7月29日(三)第869例會
  ◎社務討論會
  ◎7月理事會

5.8月5日(三)第870例會
  ◎專題演講：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新北市家扶中心周大堯主任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6.原8月12日(三)第871例會與社區服務
  合併舉辦

 

生日快樂
 Ray     社友            7/16 
吳明青  Jeff 夫人        7/16   
楊明祝  James夫人       7/14
林麗香  Lawrence夫人   7/21
葉淑琴  Richer夫人      7/29

                
104年7月1日 第865次例會(出席率:94%)
社員: 35人  出席: 30 人  出國:2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0 人 
缺席: Chester、Jumbo。

話說張君雅剛學英文不久，有天爸爸
好奇地打開他的筆記本，看過之後不
禁毛骨悚然。筆記這樣寫著：
yes--爺死
nice--奶死
Bus--爸死
mouth--媽死
girls--哥死
was--我死
does--都死

老爸叫了一聲：這王八蛋， 才學了兩
個月英文，家裡沒一個活著。�

《莞爾集~  Computer》        

新北市社授證暨社長交接慶典
時間:7月10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1號
出席:Steel、Richer、Steve、Fred、Jeff、
     One、Georgia、Watt、Eric、Metal、
     Hummer。

友 社 慶 典

姓名: 簡志煌 Jacky
生日: 63.08.16(42歲)
籍貫: 新北市
推薦人:劉文欽 Steel
服務單位:
基勢工程有限公司
職稱: 總經理
職業分類:建築工程
夫人: 徐慧珠

歡迎扶輪新血輪

光耀扶輪慶功晚宴
時間:7月9日(四)16:30報到 17:00開會
      18:10餐敘
地點:典華飯店大直旗艦館6樓花田盛事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出席:Fred、Steel、Steve、Richard。

～～
◎雙和球隊七月份月例賽
時間：104年07月16日(四)
       11:00報到11:30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補計出席規則※
社友因事缺席例會，可於兩週內參加
友社例會或扶輪相關活動，均可補計
出席乙次。

【 上週出席統計 】

社友園地~~~~~~~~~~~~~~~~~~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投稿)
~~~~~~~~~~~~~~~~~~~~~~~~~~

2015-16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 Steel社長
時間:7月24日(五)下午6:30
地點:吉立餐廳板橋店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捷運板南線- 新埔站2號出口
※敬請全體社友、夫人踴躍出席。

今日主題：心肺復甦術訓練  主講人：孫檍瑆 教練

                  2009年中和救生隊隊長
                  2010 年中和救生隊諮詢委員
                  2007年新北市鳳凰救護志工EMT1
                  2007-2009 服務於板橋海山分隊
                  2010-2015 服務於板橋民生分隊

畢業於台北商專二專部
2003年中和救生隊 創隊教練
2003年中和救生隊財務組長
2004年中和救生隊推廣組長
2006年中和救生隊教練團團長

簡歷：

~~~~~~~~~~~~~~~~~~~~~~~~~~
社區服務~父親節慶祝活動

~~~~~~~~~~~~~~~~~~~~~~~~~~

主辦:台北永東扶輪社
協辦:宜蘭西區扶輪社
內容:關懷愛維養護中心身障朋友，歡慶
     父親節，紅包場-懷舊老歌欣賞。
時間:8月7日(五)上午9:30~12：00
地點: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
※活動結束與兄弟社宜蘭西區聯合例會。
例會地點:滿穗餐廳(台北市松江路128號) 
歡迎社友、夫人踴躍出席。

~~~~~~~~~~~~~~~~~~~~~~~~~~
登山聯誼會訊息

PP.Richard 伍仟元
PP.Georgia 伍仟元
PP.Metal  伍仟元
Diamond  伍仟元

7月5日登山會會長交接圓滿成功，感謝
社友熱情捐款:
Steel社長    壹萬元
CP.Leader    壹萬元
PP.Lawrance 壹萬元
Steve社當   伍仟元

~~~~~~~~~~~~~~~~~~~~~~~~~~

~~~~~~~~~~~~~~~~~~~~~~~~~~
地 區 訊 息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1905 年  芝加哥律師保羅‧哈理斯在 2 月 23 日舉辦了第一次扶輪會議，為芝加哥扶
輪社成立之濫觴。  

1907 年  芝加哥扶輪社協助興建公共廁所，這是該社最早的社區服務行動之一。  

1910 年  保羅‧哈理斯在第一屆扶輪年會當選為全國扶輪社協會第一任會長。  

1911-13 年  加拿大、大不列顛、及愛爾蘭成立扶輪社；組織更名為國際扶輪社協會。  

1916 年  扶輪社在古巴授證成立，這是第一個有扶輪社的非英語系國家。  

1917 年  社長 Arch Klumph 提議成立一個收入基金，為扶輪基金會的前身。  

1945 年  49 位扶輪社員在舊金山協助起草聯合國憲章 

1947-48 年  創始人保羅‧哈理斯逝於芝加哥；扶輪社員們捐款湧入供成立獎學金計畫用。  

1962 年  第一個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Melbourne。世界社區服務計畫
開始辦理。  

1965 年  特別獎助金（現在改稱配合獎助金）及團體研究交換計畫開始辦理。  

1968 年  第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成立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Charlotte。  

1979 年  扶輪基金會以獎助金協助菲律賓 600 萬兒童接種疫苗以預防小兒痲痹，為根
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鋪路。  

1985 年  扶輪發起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及募款運動，並籌募 1 億 2 千萬美元來使
全世界所有兒童獲得免疫能力。  

1987 年  第一名女性加入扶輪。  

1988 年  透過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運動， 扶輪社員們勸募到 2 億 4 千 7 百萬美元。  

1989 年  扶輪重返匈牙利及波蘭。  

1994 年  西半球宣佈小兒痲痹絕跡。  

1999 年  扶輪和平及解決衝突國際研究中心成立。  

2000 年  西太平洋地域宣佈小兒痲痹絕跡。  

2002 年  歐洲宣佈小兒痲痹絕跡。扶輪發起第二次根除小兒痲痹募款運動協助滿足亟需
的經費。扶輪社員募得 1 億 2 千 9 百多萬美元。  

2005 年  全世界扶輪社慶祝扶輪百週年。  

2006 年  小兒痲痹國家減少到四個：阿富汗、印度、奈及利亞、及巴基斯坦。  

2007 年  扶輪基金會表彰第一百萬名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7-09 年  扶輪收到來自蓋茲基金會的 3 億 5 千 5 百萬美元獎助金以協助根除小兒痲痹。  

2010 年  扶輪基金會發起為期三年的未來願景試辦計畫  

  

 

扶輪大事紀交接典禮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