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   第十八卷   第 9期     第873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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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理事會
  時間：8月26日(三)下午6:00
  地點：首都大飯店2樓豫園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7號
  ※會後餐敘社長作東，敬請全體理事
    準時出席。

2.9月2日(三)第874例會
  ◎專題演講：認識癌症、遠離癌症 
    主講人:李芳茂 醫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9月9日(三)第875例會
  ◎專題演講：科技創新與社會企業 
    主講人:林攸信 老師

4.

.

  

                
104年8月20日 第872次例會(出席率:89%)
社員: 36人  出席: 22 人  出國: 3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6 人 
缺席: James、Chester、Light、Alumi、。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主持人: 副社長 姜幸麟Computer     

RID.  3480

～～
●永東隊 9月球訊  
  時間: 9月1日(二)
        12:30報到、13:00開球
  地點:新淡水球場 

扶輪知識~~~ 社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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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扶輪領袖認為社務服務是扶輪社結構
的最重要部份，因為如果一個扶輪社的社
務功能不健全，其他三大服務便很難展開
工作。

社務服務的目的在於促進扶輪社行政管理
的成功。社員要經常出席例會、輔導新社
員、參與扶輪社聯誼、參加各項計劃、在
委員會及理事會任職服務、並在外界的活
動中代表扶輪社，才能使扶輪社的行政管
理成功。扶輪社員有義務加強他們的扶輪
社，所以必須鼓勵所有扶輪社員參與社務
服務。

社務服務各委員會
為保證每個扶輪社都有一個有效的社員發
展計劃，國際扶輪理事會業已修正扶輪社
各委員會組織表。扶輪社社長當選人或副
社長現在必須負責監督及協調職業分類、
社員、社員發展及扶輪知識委員會的工作
。這些委員會必須合作努力，才能保證每
個社都有一個有效的社員發展計劃。

●職業分類委員會- 應負責保持最新的已
  填充及待補充的職業分類名冊。
●社員發展委員會- 應物色新社員以填滿
  待補充的職業分類名額並為達成社員成
  長提供可行計劃。
●社員委員會- 應負責判斷所推荐新社員
  的資格。
●扶輪知識委員會- 負責為現有社員及未
  來社員提供有關扶輪的資料。
●出席委員會- 應鼓勵良好的出席。
●聯誼委員會- 計劃特別會議及活動、安
  排座位、表彰服務傑出的個別社員。
●節目委員會- 為扶輪社各種集會準備及
  安排均衡的節目。
●社刊委員會協助計劃及製作社刊。

時間：10月3日(六)上午08:00-12:00
地點：圓山飯店B1吉祥廳
出席： Steel、Jacky、Eric、JeffChen

3480地區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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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分區十一社聯合社區服務~  

聯合勸募捐血活動
時間：9月12日(星期六)上午9:00
地點：中和成真幼稚園前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160號
主辦：中和圓通社
本社輪值時間：下午13:00~14:30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與。

中秋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預告
  時間:9月26日(六)
  地點:另行通知
  主題: 社員發展
  主辦社友:Computer、Chester、Steve、
                      Lawyer、Alumi、Ray、Jeff、
                     Richer、Eric。
  ※敬請全體社友及寶眷踴躍出席。

~~~~~~~~~~~~~~~~~~~~~~~~~~
賀~ 金玉良緣
PP.Watt公子李泰毅與萬曉紅小姐喜宴
時間:10月2日(五)下午6:30
地點:台北喜來登飯店B2祿壽廳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8/20於青少年育樂中心主辦歡慶父親節紅包場-懷舊老歌欣賞參加社員發展研習會

舉辦新社友教育座談會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來  函  照  登
~~~~~~~~~~~~~~~~~~~~~~~~~~~~~~~~~~~~~~~~~~~~~~~~~~~~~~~~~ (2015.08.05紅箱更正)~~~~~~~~~~~~~~~~~~~~~~~~~~~~~~~~~~~~~~~~~~~~~~~~~~~~

社  友  園  地 ( Peter 前社長 )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為慶祝國際扶輪3480地區第29屆2015~16年地區年會，及鼓勵社友運動健身，
       並促進友誼、情感交流，特舉辦高爾夫聯誼賽，請  查照。
說明：
一、比賽名稱：國際扶輪3480地區第29屆2015-16年地區年會高爾夫聯誼賽
二、主辦社：台北雙園扶輪社
三、協辦社：台北古亭社、台北光耀網路社、其他第十分區各社(洽詢中)
四、比賽日期：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9:30~10:20報到(逾時恕不受理)
   《比賽時請攜帶車輛鑰匙，賽後可陪同桿弟球車將每位參賽者球具送回車上》
五、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俱樂部(桃園蘆竹區坑子村赤塗崎34-1號)
六、開球時間：10:30大合照，10:40上球車，11:00總監鳴砲開球儀式後，全場36洞
    同時開球。
七、費用： 1.報名費：1000元(含餐費)       
            2.擊球費：會員1350元，非會員2449元
八、參賽資格：凡3480地區社友及先生or夫人皆可報名參加，如有報名頂替，經檢舉
    查證屬實，其個人及所屬社之團體成績均失格（社友中具有高爾夫職業選手、球
    場教練、培訓中選手身份者，不得列入成績競比。）
九、參賽組別：1.甲組：女子組  2.乙組：長青組  3.丙組：一般男性社友
十、報名截止日期：2015年9月22 日前詳填報名表(如附件)，以社名義報名。
                   (名額報滿為止，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E-Mail： 或傳真：gardens1@ms33.hinet.net (02)2731-7510
十二、報名及收費辦法：
      a. 於接到大會報名組通知”報名成功”後，請於10月2日前，依報名人數繳交報名費
        ；報名費及擊球費一次繳納，未按時繳交報名費者取消報名成功，由候補名單
        補入。
           b. 報名費及捐款匯款帳戶如下: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正分行     帳號：049-03-500019-3
              戶名：台北市雙園扶輪社    ※匯款時請務必加註「社名G」字樣，以便查詢※
           c. 報名後一律不退回報名費。
           d. 擊球費可洽主辦單位退還，主辦單位可視情況，可調整參賽人數。 
十三、大會手冊及編組吊牌等將於11月2日前分送至各社，參加獎則於比賽當日分發。
       請各參賽社友事先將吊牌掛在球桿袋上。
十四、歡迎社友提供、贊助摸彩品增添頒獎晚會熱鬧之氣氛。
十五、大會秩序冊，歡迎社友刊登廣告，增加聯誼賽經費收入，刊登廣告或贊助摸彩
       品，或比賽事務洽詢請聯絡：
       主  委：林世陸PP Land  0939-715-579  副執行長：吳仲仁Johnny      0910-274-984
       執行長：蔡文楨PP Tony 0937-029-977   副執行長：劉志霖Michael   0918-258-150
十六、本比賽若有結餘款則交回地區統籌運用。
十七、如有未盡事宜的比賽事項，由本比賽委員會作最後裁決。
十八、檢附報名表、比賽辦法、贊助商登記回函各乙份。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5-16年度 
                               地區總監呂錦美DG May
                               地區年會籌備會主委黃其輝CP Jeffrey
                               地區扶輪聯誼活動主委林鑾鳳IPDG Naomi
                               地區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主委林世陸PP Land

RTN 事由 金額

Color 歡喜來例會。 1,000

Delica 歡喜夫人參加例會。 1,000

Fred 指定捐款8/7社區服務父親節紅包場活動。 10,000

Georgia 歡迎兩位周先生。 2,000

Jeff 開心來參加例會。 1,000

King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Land 歡迎夫人蒞會，歡迎家扶中心周主任蒞 1,000

社演講。

Lawrence 歡迎主講老師來社演講。 1,000

Leader 指定捐款8/7社區服務父親節紅包場活動。 10,000

One 感恩夫人來例會。 1,000

Richard 歡迎我的朋友周司宜董事長蒞會見習。 1,000

 指定捐款-愛維紅包場。 5,000

Steel 歡迎見習社友周董、家扶中心周主任.社 2,000

 工師盧小姐，高興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Stainless 大家平安歡喜。 1,000

Steve 歡喜大家來例會。 1,000

Watt 歡喜周主任蒞社演講，祝夫人們青春美 5,000

 麗，指定捐款-愛維紅包場。  

White 歡喜夫人、貴賓來參加例會。 1,000

小計

承上期

指定捐款

合計

45,000

33,000

80,000

158,000

一位穿著時髦的女孩走進紐約銀行：我要
到歐洲出差一個月，我想和銀行借五千塊
美元。 
銀行經理拿起契約：「妳必須要有擔保品
做抵押。女孩交了停放銀行前的勞斯萊斯
汽車鑰匙， 銀行接受那輛車作為擔保品，
並且開車到停車場保管。
一個月後，女孩回到了紐約銀行，還了五
千塊美金，並且付了十五塊美金的利息。 
銀行經理很困惑的問：很開心和妳合作，
但我有些問題，當妳出差時，我對妳做過
調查，發現妳是某家知名企業的總經理，
因此，我非常疑惑為什麼妳要貸款五千塊
美金？ 
女孩簡單而伶俐的回答：紐約哪裡能停車
一個月，而且還要能保障我的車子不受損
害，只要十五塊美金呢？

一個懂思考的人，永遠比一個有錢卻沒頭
腦的人，更有創意的空間。

租與借的逆向思考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社
主  旨：函邀共同參與第六分區聯合社區
         服務『台灣扶輪公益網-看見52
         個太陽』徵文比賽
說  明：
一、台灣是一個充滿溫暖且處處有愛心的
    社會，許多社福團體或志工長期奉獻
    心力，對社會付出那股正面能量，就
    如陽光般燦爛照耀著大地，因此我們
    稱他們為「太陽」。太陽天天發光發
    熱其精神需要被發揚並效法。敬請各
    扶輪社友將這些溫暖台灣社會的「太
    陽」以報導方式、寫實方式，用您的
    生花妙筆將這些傳奇的社福團體或志
    工故事提供給我們。
二、活動時間：
    投稿收件自即日起至2015年09月30日
    止，預計評選公布日期2015年10月10
    日前，預計頒獎日期2015年12月18日。
三、敬請各社惠予支持此項極有意義的社
    區服務計畫。
四、隨函檢附徵文辦法。

中和東區扶輪社
社長  謝慶宏  Fireman
社區服務主委  曹庭暢   Kenny
                               

~~~~~~~~~~~~~~~~~~~~~~~~~~
來  函  照  登

秋  季  旅  遊

日期：104年10月3-4日(六、日)
地點：花蓮麗娜輪之旅
集合時間: 10月3日(六)上午6:50
集合地點: 台北福容飯店
行程：
第一天 台北出發->蘇澳搭麗娜輪->太魯
        閣峽谷->慶修院->花蓮富野飯店

第二天 雲山水-->林田山-->神秘部落女
        人王國生活體驗->搭火車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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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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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內輪會通知

時間:9月15日(二)中午12:00
地點:宜蘭-武暖餐廳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武暖路121號
※敬請全體夫人準時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