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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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第918次例會(出席率:95%)
社員: 38人  出席: 28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5人  補出席: 5人 
缺席: Alumi、Jumbo。

【 上週出席統計  】

1.7月27日(三) 919例會  地點:B1牡丹廳
◎永和社與台北永東社聯合例會暨
  歡迎總監公式訪問程序如下:
  台 北永東社Steve社長  鳴鐘宣佈開會
     台北永東社Jeff聯誼    介紹來賓
      扶輪歌唱~ 
  台北永東社FrankSung  祕書報告
  永和社 Benson         祕書報告
    台北永東社Steve       社長致詞
     永和社Jailen          社長致詞
  台北永東社新社友佩章
  地區總監Kevin         致詞（25分鐘）
    雙 向溝通（5分鐘）   
     台北永東社Hummer      糾察紅箱報告
     永和社Howa             糾察紅箱報告
  台北永東社Jacky       出席主委報告
  永和社Laser            出席主委報告
   永和社Jailen          社長鳴鐘閉會
  與會人員與總監一行合影紀念

2.8月3日(三) 920例會
  ◎RYE學生報告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8月10日(三) 921例會
  ◎專題演講:逆轉人生的病與老
    主講人: 黃鼎殷 醫師

4.8月17日(三) 922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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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歡迎3480地區總監  廖文達DG.Kevin蒞社公式訪問

2016-2017年度   第⼗九卷   第 4期     第919次例會       中華⺠國105年7⽉27⽇(星期三)

◎2016-17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
  家庭第一次講習會
  時間：7月31日（週日）08:30~17:00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1樓909教室報到
  出席：Steve、Land、Computer、One

◎2015〜16年度長期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時間：8月6日(週六)13:30~18:00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9樓909教室報到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9F
       捷運「萬芳醫院」站（走路約10分）
  出席：Steve、Land、Metal、Computer、One

~~~~~~~~~~~~~~~~~~~~~~~~~~
RYE訊息

3480地區扶輪經歷：
1997-98副秘書長 
1998-99第四分區代表
1999-00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GSE)主委
2000-01增加社員委員會主委 
2001-02副秘書長.地區講學金委員會主
        委、地區講習會執行長、2001
        年吉隆坡扶輪研習會推動委員
        會主委 
2002-03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領導人訓練委員會地區講師
        RI社長代表隨扈 
2003-04地區訓練師 
        社長當選人研習會執行長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委 
2004-05地區年會等備委員會主委 
2007-08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美國洛杉磯國際年會台灣館副
        館長 
        地區年會扶輪論壇主持人 
2009-10領導人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獎勵委員會主委 地區團隊訓練
        會主委. GSE 出訪7250團長 
2010-11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秘書長
2011-12領導人訓縳委員會副主委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秘書長
2012-13地區講習會主委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總顧問

2013-14新社員教育委員會主委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研習會副
        主委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
        RFE 出訪 2225 地區團長
2014-15出席沙巴研習會主委
2015-16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主委
        地區領導人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扶輪基金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累計捐獻
   240,000元(菊花獎章）
☆巨額捐獻人40,000美元
☆保羅哈理斯之友獎章3枚
☆永久基金捐獻人1枚

參加國際年會：
1994 台北國際年會。
1995 法國尼斯國際年會 。
1996 加拿大卡加立國際年會 。
2005 美國芝加哥國際年會 。
2006 瑞典馬爾摩與丹麥哥本哈根國
      際年會 。
2008 美國洛杉磯國際年會。
2009 英國伯明罕國際年會。
2012 泰國曼谷國際年會。
2015 南韓首爾國際年會。

所屬扶輪社：臺北民權扶輪社
職業 分 類 ：醫療器材
語言 能 力 ：國語、台語、英語
學　 　   歷  ：中原大學電機系畢業
              美國西堤大學 MBA
現      職   ：裕達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廖文達  DG.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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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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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和隊7月球訊:
  時間: 8月2日(二)12:00報到、12:30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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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年度「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時間：10月1日(星期六)上午8:00-12:00 
  地點：台北市圓山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Steve、Computer、FrankSung、
        Richer。 

3480地區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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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九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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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友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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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照登

��� 事由 金額

Chester 歡迎社長娘參加例會。 1,000

Color 歡喜越南錢換好了。 1,000

Diamond 歡喜參加光仁慈善音樂會籌備委員。 2,000

Hummer 歡喜例會。 1,000

King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Kevin 高興與社友及社長娘聚會。 1,000

Lawyer 找不到理由。 1,000

Leader 歡喜來例會。 1,000

Panel 高興來例會。 1,000

Stainless 歡喜糾察幫我搧風。 1,000

Steve 歡喜太太來探班。 3,000

Steel 歡喜TOUR準社友蒞會。 1,000

White 歡喜看到社長夫人，我的腳快好了。 3,000

小計

承上期 指定捐款 50,000

 一般捐款 46,000

合計  114,000

18,000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各分區助理秘書
主  旨：敬請  貴社惠予支持本年度地區社區關懷委員會服務計畫︰『社企相扶，輪轉
        台灣』社會企業、社會會社，因愛一起嘉年華活動，贊助執行籌備費用並同列
        聯合主辦社，新台幣伍仟元整。
說　明：
一、深化『社會企業』與扶輪社的連結與聯繫，使更多扶輪社認識、了解、認同、支持
    『社會企業』，產生社會力的媒合與再開發效益。
二、透過『社會企業』與扶輪社的連結與聯繫，使百年扶輪品牌注入具有時代感的新靈
    魂，亦透過社群網路的傳播力量，逐步滲透到關注『社會企業』的年輕族群。
三、符合"普世價值、政治正確"，加上直接選在首都精華地區舉辦，增加政府單位、主
    流媒體的參與意願，同時大幅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四、以大規模、大篇幅的成功宣傳，累積往後地區主辦的指標性及話語權，未來藉公共
    資源擴大舉辦時，地區同樣亦可擴大其影響力。
五、總監DG Kevin特別將「鼓勵貴社贊助聯合主辦2016 年12月17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在台北松菸誠品文化廣場舉辦的『社企相扶，輪轉台灣』社會企業、社會會社，
    因愛一起嘉年華活動，列為加註*號的總監特別鼓勵獎項。 
六、贊助款請匯入指定帳戶：   銀行：合作金庫-城內分行
                               帳號：0800-765-856058    戶名：廖文達
七、檢附服務計劃分享檔，供參考
八、謹此函知，敬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6-17年度
                                         地區總監廖文達DG Kevin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金家瑞PP Kaiser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陳德齊PP Sport
                                         社區關懷委員會主委李天輔PP Daniel

紅箱捐款統計   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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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熱愛學習的人在一起，會增長知識。
2.與心胸寬廣的人在一起，會放大格局。
3.與富人在一起，會點燃創業激情。
4.與哲人在一起，會增長智慧。
5.與善良的人在一起，會越來越慈悲。
6.與勇敢的人在一起，會越來越堅强。
7.與積極樂觀的人在一起，會越來越快樂。
8.與有遠大夢想的人在一起，會很有遠見
  和希望。
9.與有强烈目標感的人在一起，會越來越
  珍惜時間。
10.與有强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在一起
    ，會越來越有愛心和人格魅力。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奮鬥，而
是抉擇《男怕入錯行，女怕選錯郎》。你
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誰在一起；和
不一樣的人在一起，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世界上有多少有才華的失敗者，有多少
高學歷的無業遊民，原因是因為《選擇錯
誤》。下對注，贏一次；跟對人，贏一世
。不識貨，半世苦，不識人，一世苦。人
生能走多遠，看與誰同行；有多大成就，
看有誰指點。所以和優秀的人在一起是非
常重要的。

時間：7月20日下午2:00
地點：福容飯店1樓田園
出席：Steve、Computer、Steel、Richer、
             Georgia、Diamond、FrankSung、
             Hummer、White 、Stainless。
列席：Jeff、One、King、Watt。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謝煥緒先生申請入社
           案。
    說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議：通過 。 

    

臨時理事會會議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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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次登⼭會訊息

時間 : 9月3~4日
地點 : 司馬庫斯
費用： 二人房7,000元/每人
       四人房6,200元/每人 
※1.二人房10間、四人房3間，為公平起
    見，8月3號舉行抽韱，決定住房。
  2.並請於8月3日繳交旅遊費用，以利
    後續作業，謝謝。

7月23日於一郎日本料理舉辦2016-17年度第一次爐邊會由Steve社長擔任爐主

黃正斌老師精彩演講 社長率社友及寶眷一行探訪愛維養護中心

姓名: 謝煥緒 TOUR
生日: 51歲
籍貫: 台南
推薦人:周佑民 Steve
服務單位:
人山旅運社有限公司
職稱: 董事長
職業分類:旅遊業
夫人: 彭語彤

歡迎扶輪新⾎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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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分區社區服務老⼈知識教育計畫

時間:8月31日(三)上午08:30~09:00報到
     11:00 活動結束 
地點：鶴齡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廟美街 6 巷 3 號
      (福和廣濟宮旁)
經費：每社5,000元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林冠宇 PP.F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