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   第十八卷   第 11期     第875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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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16日(三)第876次例會
  ◎專題演講：廣告行銷技巧與趣味廣
               告賞析 
    主講人:侯文治 老師
  ◎9月理事會'

2.原9月23日(三)第877次例會變更與中
  秋晚會合併舉行。 

3.中秋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預告
  時間:9月26日(六)pm6:00
  地點:豪鼎飯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號
  交通:捷運大坪林站1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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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月30日(三)第87 次例會8
  ◎社務討論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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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0地區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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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Jacky、Eric、
                 JeffChen、Archi。  
 
  

                
104年9月2日 第874次例會(出席率:92%)
社員: 37人  出席: 29 人  出國: 2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Chester、Jumbo、Panel。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科技創新與社會企業   主講人: 林攸信 先生

RID.  3480

～～
◎雙和隊 
時間: 9月17日(四)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 林口球場 

◎2015-16地區年會杯高爾夫球聯誼賽  
時間: 11月16日(一)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台北球場 
費用:報名費1000：擊球費2499
報名截止日:9月22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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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社友寶眷踴躍參加，報名已額滿。
  應付費用已個別通知，請於9/24前繳交
  ，以利後續作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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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山會通知~  鼻頭角步道

集合時間:10月17日(六)上午7:30
集合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交通工具:搭乘遊覽車
費用:每位300元(有IOU社友及寶眷免費)
※敬請全體夫人準時出席。

經歷:20年資通訊產業經歷
     政府首波創櫃板企業（全球7415）
     台大車庫Garage創業導師
     社企流iLab企業導師
     RI 3480台北上城扶輪社 2013-14 社長
     臺灣最大的”公益”樁腳

現任: 全球定位股份有限公司CEO

學歷: 成大航太系畢業
      台大EMBA碩士

第十七、十八屆財務交接8月份生日快樂

歡迎Archi新社友佩章入社 頒發社服團經費李芳茂醫師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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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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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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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社  友  園  地~~     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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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知識~~~ 《  社區服務 》

陳若葳(FrankSung夫人) 

扶輪社員最根本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藉由他們的承諾而去提供"超我的服務"來改善他
們社區內的生活品質。社區服務結合了一種廣泛的社區關懷與從人性發展到社區發展
、從環境到服務夥伴的需求。藉由職業服務，鼓勵扶輪社員貢獻他們的職業專長，去
體會社區的需要並塑造堅固的道德典範。職業及社會服務提供扶輪服務社區的主力。  

於扶輪世界中『社會服務』曾一度被形容為『扶輪的心跳』、『扶輪的愛心  』，為
扶輪『四大服務』的第三大服務，以多方面的努力來改善社區內人們的生活品質。扶
輪社員一直為他們所居住的社區提供實質與長久的貢獻。遍及全世界的扶輪社員從事
於無數的社會服務計劃為扶輪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社會服務委員會的職責與功能：  
在『社會服務』之下有四個委員會運作著：人類發展、社區發展、環境保護，與服務
夥伴。這些委員會各自的任務可委派社會服務委員會之下的各委員會負責，如果貴社
是一個小型扶輪社，則可委派社會服務委員會其他委員負責。  

人類發展委員會  負責增進在社區中所有人的福利。  
社區發展委員會  從事於能改善社區硬體建設的各種服務活動。  
環境保護委員會  集中全力於『保護行星地球』。  
服務夥伴委員會  為扶輪社所輔導的團體，如『扶輪鄉村服務團』。 

且看中國文字的结構多巧妙、多有意思：
周瑜與諸葛亮有一段精彩的經典對話：
周瑜十分嫉妒諸葛亮的才智，總想找藉口
殺他．在一次宴會上，周瑜對諸葛亮說：
「孔明先生，我吟首詩你來對，對出來有
賞，對不出殺頭問罪如何？」

諸葛亮從容笑道：「軍中無戲言，請都督
說。」

周瑜大喜，開口便道：「有水便是溪，無
水也是奚，去掉溪邊水，加鳥便是雞；得
志貓兒勝過虎，落魄鳳凰不如雞。」

諸葛亮聽罷，心中暗想，自己身為蜀國軍
師，今日落入周瑜之手，豈不是「落魄鳳
凰」嗎?便立即吟詩以對:「有木便是棋，
無木也是其，去掉棋邊木，加欠便是欺；
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周瑜聞言大怒，魯肅早已留意這場龍虎鬥
，見周都督意欲爆發，急忙勸解道：「有
水也是湘，無水也是相，去掉湘邊水，加
雨便是霜；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
上霜。」

風波平息了，周瑜怒氣未消，他更換內容
，又吟詩一首：「有手便是扭，無手也是
丑，去掉扭邊手，加女便是妞；隆中有女
長得丑，江南没有更醜妞。」

諸葛亮聽了知道這話是在嘲笑自己的夫人
黃阿醜長得丑，便立即應道：「有木便是
橋，無木也是喬，去掉橋邊木，加女便是
嬌；江東美女大小喬，銅雀奸雄鎖二嬌。」

周瑜知道這話是在奚落自己的夫人，怒髮
沖冠，幾次都想發作。劍拔弩張之時，魯
肅在一邊和了句：「有木便是槽，無木也
是曹，去掉槽邊木，加米便是糟；當今之
計在破曹，龍虎相鬥豈不糟！」詩罷眾人
一齊喝彩。周瑜見魯肅調解，無奈只好收
場。

千年彈指已過，故人化為黃土，而魯肅化
干戈為玉帛的做法，卻一直流傳在中國的
歷史上。

時  間：2015年9月19日(六) 14:30-16:30    
主講人：曹綺年 (IPP Joanna)、羅明峰(PP Loren) 3520地區 台北仰德扶輪社
         劉立鳳(PP Alice) 3520地區 台北華岡扶輪社
講  題：扶輪社訓練計畫( Club Training Program)
費  用：$3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地  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9樓 902室(台北市松江路350號9樓  2581-3521)

※歡迎有興趣社友參加，可補記出席乙次。

跨地區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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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前社友Roxy農場 9/4參加新北市家扶中心大專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RTN 事由 金額

Alumi 歡喜來例會。 1,000

Color 歡喜來例會。 1,000

Computer 歡喜新社友Archi入社。 1,000

Diamond 歡喜看到眾美麗寶眷參加例會。 1,000

Delica 歡迎夫人來例會。 1,000

Eden 歡喜社務興隆！旺旺旺！ 1,000

Eric 歡喜來例會。 1,000

King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Land 歡迎信豪加入永東大家庭，歡迎黃媽媽 1,000

蒞社指導及夫人來社例會。

Lawrence 歡喜訪日本姊妹社，社友支持成行。 1,000

Leader 歡迎新社友Archi入社。 3,000

One 歡迎新社友Archi入社。 1,000

Richard 歡迎我的朋友李醫師蒞會演講，歡喜新 1,000

 社友Archi佩章及美麗夫人蒞會。  

Richer 歡喜寶眷蒞會，新社友Archi入社。 1,000

Stainless 歡喜黃信豪加入永東扶輪社。 1,000

Steve 歡迎新社友Archi入社。 1,000

Steel 高興咱的新血輪Archi入社及黃媽媽蒞會 3,000

 祝Hummer週年慶及社友生日快樂。'  

Watt 敬邀各位社友、寶眷10/2參加兒子的喜宴。 1,000

White 歡喜夫人參加例會。 1,000

小計

承上期

指定捐款

合計

23,000

65,000

110,000

198,000

~~~~~~~~~~~~~~~~~~~~~~~~~~
上週紅箱統計 10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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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分區社區服務~聯合勸募捐血活動

時間：9月12日(星期六)上午9:00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160號
主辦：中和圓通社   費用:每社5,000
本社輪值時間：下午13:00~14:30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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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服務~ 組團訪問日本姐妹社

時間：104年11月6~10日
地點：東京5日遊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