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年度   第十八卷   第 3 期     第867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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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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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月22日(三)第868例會
  時間:11:00~12:00總監公式訪問會前會
        12:00用餐、13:00開會、14：00閉會
  地點:台北福容大飯店 樓田園廳 1
  ◎與褓姆社-永和社聯合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1.敬請各工作主委10:50抵達會場，
      準時出席總監 會前會。公式訪問
    2.社友請著正式服裝配年度領帶準
      時出席。

3.7月29日(三)第869例會
  ◎社務討論會
  ◎7月理事會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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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原8月12日(三)第871例會與社區服務
  合併舉辦。

 
                
104年7月8日 第866次例會(出席率:97%)
社員: 36人  出席: 21 人  出國: 2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12 人 
缺席: Jum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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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日主題：       主持人：劉文欽社長 社務行政會議 

RID.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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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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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合例會。
例會地點:滿穗餐廳(台北市松江路128號) 

~~~~~~~~~~~~~~~~~~~~~~~~~~
永東高爾夫聯誼會訊息

感謝各位會員及來賓的熱情參與，我們
7月7日球敍不畏風雨，順利圓滿。永東
高爾夫球隊今年旗開成功，當天新加入
會員: 鄭正忠 先生，永東球隊歡迎您。
 7月例賽成績：
淨桿冠軍/何順發    淨桿季軍/劉麗滿
淨桿亞軍/李榮周    社長獎  /張國端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擬由地區歷年結款款中提撥新台
        幣  300萬元，協助八仙樂園塵爆
        傷患救治與復建之用，提請各社
        同意。
說　明：
一、新北市八仙樂園27日發生台灣史上最
    嚴重的塵爆意外，造成近 500人輕重
    傷，復建之路漫長。不少企業與名人
    紛紛慷慨解囊發動捐款，希望以拋磚
    引玉的方式，讓更多企業及民眾能響
    應。台灣扶輪各地區也紛紛響應，發
    揮人道救援精神，提撥款項給予傷患
    最即時的救助。本地區總監DG May也
    特別在7月2日緊急與各分區  AG商議達
    成共識，擬由地區歷年結餘款提撥
    300 萬元，作為八仙樂園塵爆傷患救
    治與復建之用。

二、救災事宜刻不容緩，謹此懇請各扶輪
    社發揮人飢己飢的人道服務精神，支
    持同意此提案，並將回函於 07月15日
    前回傳至地區服務中心。

三、另請各社提供有從事關於燒燙傷材料
    、設備或醫護人員的社友名單， 以供
    地區進一步後續的諮商與配合之用。

四、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5-2016年度
地區總監                呂錦美 DG May
社區災害救濟委員會主委蔡震邦PP Structure

~~~~~~~~~~~~~~~~~~~~~~~~~~
地 區 訊 息

結婚多年，依然卿卿我我，我不禁好奇
的問，阿香姊：請問Lawrance PP 有沒
有缺點？
她回答：當然有，多如天上星星，數不
完。
我又問：他有何優點？
她回答：幾乎沒有，有的話大概跟太陽
         一樣，只有一個。
我問她，那麼為何你們如此恩愛？
她說：因為太陽一出來，所有星星，都
      不見了。

--- 恭賀LawrencePP與林麗香女士，
     結婚50周年，金婚大喜。

( 社當 St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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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8/02（日）第5.6.7.8分區扶輪社
時間：上午09：30說明，10：00開始至
       下午15：00結束。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55號
對象：扶輪社社員，每場上限為40位。
費用：每人650元（費用含講師、助教、
       器材、門票、午餐）。

3480地區水資源守護計畫活動

**再次感恩社友的捐款:
(如有捐款者沒有在名單上，請向RAY反應)
 Metal        5,000           Delica       5,000
 White        3,000           Fred          5,000
 Steel       10,000            Peter       10,000
 Richard     5,000           Richer       5,000
 Diamond   5,000           Stainless 10,000
 Jumbo     10,000           Panel(ProV1球)39,000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7月生日快樂

登山會會長交接 登山會聯誼7/5、鶯歌石步道

參加大台北扶輪社授證暨交接典禮

參加雙和扶輪社社長交接典禮

參加中和及安、台北及美社聯合交接典禮

參加3480地區社秘聯誼會參加光耀扶輪慶功晚宴

《扶 輪 簡 介》
扶輪(Rotary)是一個由事業、專業及社區領
導人所組成的世界組織，此一組織提供人
道服務、在所有職業鼓勵崇高的道德標準
、並協助在世界建立親善及和平。超過120
萬名扶輪社員(Rotarians)分屬於超過200個國
家及地理區域的34,000多個扶輪社(Rotary 
Clubs)。

扶輪社的社員是代表社區中各行各業之各
種事業及專業男士及女士。全世界的扶輪
社都是每週舉行一次例會，是非政治及非
宗教的，而且開放給所有文化、種族、及
信仰的人加入。

扶輪的主要目標是服務--在社區、在工作
場所、以及在世界各地。扶輪社員辦理許
多社區服務計劃來處裡今天許多最關鍵的
問題，例如瀕臨危險的兒童、貧窮及飢餓
、環境、文盲、及暴力。他們也支持為了
青少年、教育機會及學生、老師及其他專
業人士的國際交換、以及職業及職業發展
等而舉辦的計畫。

雖然各扶輪社可自主辦理各種服務計畫，
但全世界所有扶輪社員都團結起來共同推
行全球根除小兒痲痹運動。在1980年代，
扶輪社員籌募了2億4000萬美元為全世界的
兒童接種疫苗；到全世界證實根除小兒痲
痹為止，扶輪透過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
畫(PolioPlus Program)預估捐助達12億美元給
這項運動。此外，扶輪已提供一支義工大
軍，在全世界各地流行小兒痲痹的國家中
推廣及協助舉行全國免疫日。

國際扶輪(Rotary International)的扶輪基金會(
The Rotary Foundation )是一個非營利法人，
它透過國際性的人道服務計畫及教育和文
化交流來促進世界了解。它完全靠來自扶
輪社員及其他具有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的相同願景之人士的自願捐獻來維持。自
從1947年以來，扶輪基金會已經頒發超過
18億美元的人道及教育獎助金，這些都是
由當地的扶輪社及地區提出申請及管理。

台灣扶輪社員為服務自己的社區及國際社
會，更有非凡奉獻。他們參與及主辦國內
外各種服務計畫，贊助青少年交換、照顧
殘障孤苦貧老、提供獎學金、捐血捐書捐
救護車及捐建學校、賑濟及支援災民重建
生活、舉辦義診、培養青年領導技能、提
升職業道德等等善行不一而足。為了支持
這些服務計畫及活動，台灣扶輪社員慷慨
捐獻不落人後；對扶輪基金會的捐獻金額
，在國際間時常名列前矛，屬一屬二。
1994年，台灣扶輪社員排除萬難在台北舉
行扶輪國際年會，吸引中外扶輪社友及貴
賓31,161人出席，對促進國際了解親善及
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貢獻至鉅。至今日為
止，台灣共有600多個扶輪社，扶輪社員已
超過35,000人，分屬全台7個扶輪地區。

上週紅箱統計

時  間：7月25日(六) 14:30-16:30    
主講人：黃培輝 ( PP P.H.)  
         3520地區 台北龍門扶輪社
講  題：扶輪獎助金
費  用：$3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地  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地  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9樓902室  
         2581-3521

~~~~~~~~~~~~~~~~~~~~~~~~~~
扶輪圓桌會議

RTN 事由 金額

Alumi 歡喜社長上任正式敲鐘。 1,000

Chester 恭賀Steel當社長。 2,000

Diamond 指定捐款8/7社區服務父親節紅包場活動。 10,000

Delica 歡喜新團隊上路。 1,000

Fred 恭喜Steel社長正式就任。 1,000

Frank 歡喜中和救生隊教學及Steel社長第一次敲 1,000

鐘。

Georgia 歡喜Steel社長就任，歡喜與新生社例會。 3,000

Hummer 歡喜老婆又老一歲及Steel社長第一次敲鐘。1,000

James 歡喜紅十字會中和救生隊來例會及Steel社 1,000

 長第一次敲鐘。  

Lawrence 歡喜愛妻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歡喜與新生社共同例會。 1,000

Land 歡喜Steel社長正式敲鐘及與新生扶輪社共 1,000

 同例會。  

Leader 歡喜Steel社長首次在社裡敲鐘。 3,000

Metal 歡喜2015-16新團隊職員就任，祝福圓滿、 1,000

成功。

Richer 指定捐款8/7社區服務父親節紅包場活動。 10,000

Richard 歡喜今日與新生社聯合例會。 1,000

 歡迎Jacky新社友佩章。  

Stainless 歡喜Steel社長新團隊正式上任。 1,000

Steve 歡喜與新生社辦聯合例會。 1,000

Steel 高興好朋友中和救生隊孫總教練來例會。 2,000

 指定捐款8/7社區服務父親節紅包場活動。 10,000

One 很高興當聯誼。 1,000

Watt 歡喜本年度第一次高爾夫球賽，昨日圓滿 1,000

 成功。  

White 歡喜愛妻參加例會。 1,000

李明娟 歡喜新團隊上路。 1,000

小計 57,000

Jacky新社友入社佩章 孫教練精彩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