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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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  3480

社⻑: 周佑⺠Steve   社⻑當選⼈: 姜幸麟Computer   秘書: 宋明超FrankSung  會計: 柯⾦⽔Stainless

節⽬: 李榮周Watt     聯誼: 許慶賢Jeff                             糾察: 王國權Hummer      社刊: 許慶德Chester

                
105年08月03日 第920次例會(出席率:89%)
社員: 38人  出席: 29 人  出國: 2 人
免記:  5人  補出席: 3人 
缺席: Alumi、Jumbo、Ray、Light。

【 上週出席統計  】

1.3480地區職業服務研討座談會
  日期: 8月11日(四) 下午2:30-5:00
  地點: 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三樓
  出席:Steve、FrankSung、Computer、
       Richer、Alumi。

2.8月17日(三) 922例會
  ◎專題演講:台灣扶輪公益網
    主講人:江俊盈PP.Cobra(雙和社)
  ◎8月理事會

3.8月24日(三) 923例會變更如下:
  ◎與換帖社-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8月24日(三)下午6:00
    地點:福容飯店B1牡丹廳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4.扶輪高峰論壇
  時間: 8月27日(星期六) 08:30~12:20 
  地點: 台灣金融研訓院菁業堂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62號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5.8月31日(三) 924例會
  ◎社務討論會

6.第一次登山會訊息
  時間 : 9月3~4日
  地點 : 司馬庫斯
  

    

    

   

  

今⽇主題：     主講⼈: 黃鼎殷 醫師逆轉⼈⽣的病與老

2016-2017年度   第⼗九卷   第 6期     第921次例會       中華⺠國105年8⽉10⽇(星期三)

學經歷：
台大醫學系畢業
家庭醫學專科及安寧緩和醫學專科資格 
前九二一埔里基督教醫院家醫科醫師 
前馬偕醫院家醫科總醫師 

現職：
瑞醫診所院長(再生醫學部)
荷蘭商 MSCRC 間質幹細胞研究中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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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例會
◎CP.Leader贈送福容大飯店優惠劵。
◎Lloyds致贈每位社友，精美手工餅乾
  乙盒。
◎Land致贈超實用的緊急逃脫安全錘，
◎兄弟社宜蘭西區社PP.Dophin致贈多用
  途圍巾。

感謝~~

感謝社友踴躍捐款贊助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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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維八八父親節活動：肆萬元

Steve  10,000    Eden     10,000
Steel  10,000    Chester 10,000

◎萬華老人年終尾牙活動：壹拾萬元

Steve  30,000    Computer10,000
Steel  10,000    Chester 15,000
White  15,000    社預算20,000 

◎萬華老人年終尾牙活動：壹拾肆萬伍仟元

Steve  40,000    Computer10,000
Steel  10,000    Chester  15,000
White  15,000    Watt       5,000
Jeff     5,000    One        5,000  
Diamond 5,000    Stainless5,000  
Lloyds  5,000    Richer    5,000
Georgia 5,000    Land       5,000
Jacky    5,000   李明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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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訃文
換帖社新店碧潭社前社長許聰發PP.Louis
父親公祭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8月14日(日)上午11:00
地點: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福壽廳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145號     
※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九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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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友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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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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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請各社協助推薦「2016-17中華扶輪獎學金」人選，敬請踴躍推薦清寒優秀
        人選，請查照。
說　明：
一、2016-17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自即日起受理推薦，請各社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將申請
    文件寄達地區服務中心。
二、本項深具意義之活動，須由各扶輪社協助方能完成，敬請踴躍推薦『在學清寒優秀
    研究生』且『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完成學術研究及支付學費者』為優先推薦條件
    ，請參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2016-17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
    法」所列之辦法推薦合適人選：
    (1)各社2016年8月1日起至11月30日前捐款(含認捐承諾)達：
        ◎新台幣二十萬元者，可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新台幣十五萬元者，可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2)冠名捐款金額比照上述(1)規定辦理，捐款人如要指定特定校(院)系所時，應予
       尊重。
    (3)推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
       者，視同優先推薦。
    (4)各扶輪社即令無捐款或未達優先推薦之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
       得統籌全地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評選該地區受
       獎學生。 
三、隨函附件：
     1-中華扶輪獎學金工作行事曆         2-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3-(2份)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書        4-獎學金申請人資歷表
     5-申請人家庭狀況調查表              6-承諾書
     7-獎學金運用計劃書                  8-系所長推薦書
     9-扶輪社推薦函書

四、敬請查照彙辦。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6-17年度
                                   地區總監廖文達DG Kevin
                                   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金家瑞PP Kaiser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陳德齊PP Sport
                                   中華扶輪獎學金委員會主委林相宇PP Cosmo

第六分區訊息

時間：8月31日(三)上午9:00~11:00
地點：鶴齡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廟美街 6 巷 3 號
經費：每社5,000元(永和社主辦)

��� 事由 金額

Chester 指定捐款-愛維養護中心八八節活動。 10,000

Color 歡喜來例會。 1,000

Computer 感謝所有社友支持小女順利完成RYE前 3,000

置作業，準備出國。

Delica 歡喜來例會。 1,000

FrankSung 歡喜Computer千金姜之怡、One公子 1,000

戴劭哲出國交流。

Fred 預祝兩位RYE出國交換一切順利。 1,000

 老婆生日快樂。  

Georgia 歡喜兩位RYE蒞社報告、榮譽出國。 2,000

Hummer 歡喜夫人來例會。 1,000

Jack 突然感到很愛老婆。 1,000

Jeff 席開六桌真熱鬧、開心。 1,000

Jesson 歡喜眾社友夫人一起參加例會。 1,000

Kevin 高星大家一起吃飯。 1,000

King 歡喜主講人。 1,000

Lawyer 不必有理由，歡喜就是。 1,000

Land 歡喜有吃有喝還有拿，CP贈送福容飯店 1,000

 優待?、Lloyds贈送社友手工餅乾禮盒。  

Leader 祝福姜之怡、戴劭哲兩位RYE出國順利， 2,000

Lloyds 歡喜來例會。 2,000

One 平安、幸福。 2,000

Panel 高興來例會。 1,000

Richard 歡迎夫人來例會。 1,000

Stainless 歡喜RYE交換學生出國學習。 1,000

Steve 祝賀本月壽星生日快樂。 3,000

 預祝八八父親節快樂。歡喜女兒來例會。 

指定捐款-愛維養護中心八八節活動。 10,000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170床更新。 50,000

Steel 指定捐款-愛維養護中心八八節活動。 10,000

Tour 歡喜第一次正式參加例會。 1,000

Watt 恭喜兩位RYE學生。 1,000

White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170床更新。 30,000

小計

承上期

 

合計

141,000

指定捐款                                                   50,000

一般捐款                                                   64,000

255,000

紅箱捐款統計   105.08.03

轉發一篇同學聚會的演講，很幽默風趣
實在。
某君在大學校友會演講，主題是“人到
中年後的困境”，全場七百人笑聲不斷
，全文如下：  '
親愛的同學們： 有首歌唱的是”明天會
更好”，是為了給人信心與鼓勵。其實
現實生活裡明天會不會更好不知道，但
明天會更老是確定的。
歲月要走過，才知道它的凌厲，到了某
個年紀不得不承認地心引力的厲害，器
官樣樣俱在，只是都下垂，所謂的”萬
般皆下垂，唯有血壓高”?。

中年後的身體起了很大的變化，蘋果變
成梨子型，坐著打瞌睡，躺著睡不著。
想記的記不起來，想忘的忘不掉。更糟
的是哭的時候沒眼淚，笑的時候一直擦
淚。頭上是”?白髮拔不盡，春風吹又生
”，男士們的髮型也個個如小說家莫言
所說的”地方支持中央”--兩邊往中央
梳，遮住稀疏的部分。

記憶力明顯衰退，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
個房間，就是想不起到這兒來要做什麼
？忘了剛剛說過的話，變得一再重復碎
碎念。一位老先生甚至說他有一次竟然
笑到一半忘記為何而笑。

少年夫妻老來伴，中年夫妻怎麼辦？有
人形容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彼此的壞
習慣改不了，有的夫妻是什麼項目都可
以吵，從來沒有妥協過，想想婚前是”
好有話說”，婚後變成”有話好說”。
每個來到世間的生命，像”整存零付”
一樣，一點一滴地離去，剛剛才是意氣
風發的少年，一轉眼變成哀樂中年，還
有人要譏笑一些老年人說是”知識退化
，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

所以心裡建設靠自己，要 人老心不老，
皺紋長在臉上，不長在心上。再想想許
多人沒有老的權利，年紀輕輕的就歸天
了。生活態度也要調整，以前用健康換
金錢，現在要用金錢換健康。 有所謂的
人生三歷：少年爭取的是好學歷，中年
成功與否看經歷，年紀越來越大就要留
意病歷。

無論如何，祝親愛的同學們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心如頑童，笑口常開，向天
再借50年！好嗎？“掌聲不斷”。
〜（轉發）

陳錫文Kevin社友

◎RYE接送機時間
 1.姜之怡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德國。
    8/19(五)23:30/阿聯酋航EK0367/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法國交換學生HELRIC HUAULME抵台。
    8/22(一)14:45/荷航KL 807/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接待家庭: Computer 

 3.戴劭哲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義大利。
    8/25(四)21:10/國泰航空CX5483/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RYE訊息

◎聯合社區服務~ 老人知識教育計畫

◎第六分區再分區決議如下:

分區1：永和社、台北永東社、雙和社、
       中和圓通社、新北市大台北社
分區2：中和社、中和東區社、耀東網
        路社、中和福美社、台北及美
        社、中和及安社。
生效日:106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