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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16日(三) 971次例會(1F田園)
  ◎新社友自我介紹

2.8月23日(三) 972次例會(B1牡丹廳)
  ◎2016-17RYE姜之怡、戴劭哲歸國報告
    2017-18RYE姜之婷行前報告
  ◎8月理事會

3.8月30日(三) 973次例會與職業參訪合併
  地點: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7之1號
  ※時間另行公布，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4.9月6日(三) 974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5.9月13日(三) 975次例會與換帖社
  〜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6.第四分區第一次六社聯合例會
  主辦社:永和社
  日期：9月29日(五) 晚上17:30
  地點：儷宴美食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53號2樓）

  
                
106年8月2日 第969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31 人 出國:4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 人 
缺席:  Alumi、Ichilong、Eason、
       Color、Steel、Light
出席率: 86%

【 上週出席統計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雙和隊 
  時間: 8月17日(四)中午12:30集合、
        13:00開球
  地點: 長庚球場
  

今⽇主題 : 溝通與領導   主講⼈: ⿊幼龍 老師

學歷：
美國羅耀拉大學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OPM 

現任： 
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地區負責人
幼龍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成功座右銘：
成功的人在困難中找機會； 
失敗的人在機會中找困難。

曾任：
休斯飛機公司經理 
宏碁電腦公司副總經理 
光啟社副社長 
電視節目”新武器大觀”主持人 
電視節目”溝通大師”主持人 

著作： 
新武器大觀、黑幼龍觀點、黑幼龍談人際
關係 、想和你談EQ總匯、快樂上班卡內基
、發現溝通契機、破局而出—黑幼龍的30
個人生智慧、創造自己的機運...等 

◎第九分區暨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0-18 歲失依兒少安置計畫』活動  
主辦社: 台北及美社
預算：伍仟元
時間：8月27日(日)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樓親子劇場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永平中學反毒
  活動 
主辦社: 永和社
預算：一萬元
時間：8月30日(三)上午8:00〜10:00 
地點：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3樓體育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宜蘭西區社兄弟社聯合社區服務〜
  『第五屆繪繪祖孫情 處處有溫情』
主辦社: 宜蘭西區社
預算：一萬元
時間：8月27日(日) 9:00-11:00 
地點：宜蘭國中視聽教室(或體育館)
地址：宜蘭市樹人路37號

社區服務預告： 3481地區資訊：

◎2017台北亞太會議
日期:12月1~3日
地 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註冊費:
台北研習會-社友6,300元、配偶4,100元
            社友+配偶 10,000元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017-18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
  家庭第一次講習會，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8月12日（週六）08:30~17:00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2樓卓越堂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30號

◎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8/12（六）舉辦妝
遊踩街嘉年華活動，3481地區邀請各扶輪
社及服務團隊參加，參加裝遊踩街，即嚮
應地區號召又支持世大在台北。
已報名參加者:
 Computer*5、One*5、Antonio*5、
 Jacky*2、Wlite*2人、Jacky*2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2016-17
年度地區
 RYE歸國
 報告

▼秋季旅
  遊探勘



紅箱捐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許慶德 Chester 前社長

受文者：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敬邀各社參加由3481、3490、3523扶輪地區聯合主辦之「第一屆萬人反毒公益
        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說  明：
一、為凝聚地區扶輪社的服務精神，結合社會資源發起正面能量，呼籲社會重視毒品對
    個人與家庭危害的影響，帶領全民一起反毒守護家園。希望透過親近陽光的健康戶
    外活動，呼籲社會企業與民眾一同響應反毒公益路跑，宣導反毒觀念，幫助青少年
    更深入認識毒

二、活動日期：2017年10月7日（週六）14:30〜18:30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線上報名(2017年9月10日止)

四、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站上有扶輪社專用入口) https://goo.gl/jjmp7j
        
五、活動地點：大佳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六、活動人數：本地區鼓勵參與目標人數 ：1,200人

七、活動形式：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現場設有體驗區、照相區、完美彩妝照相區，現
               場節目演出、反毒教材展示、有獎問題遊戲、百萬抽獎活動等。

八、參與方式：
     1. 以扶輪家庭日形式《移動例會》帶動家人報名參與，展現扶輪家庭拒毒、反毒
        的決心。 
     2. 號召《扶青團》、《扶少團》、《RYE來台交換學生、接待學校學生》報名，鼓
        勵各社資助報名費。 
     3. 與學校合作，以舉辦「青少年服務活動」名義幫學生報名，反毒挺健康，創造
        成立新扶青團、扶少團之良機。 
     4. 鼓勵社友帶動「RYE來台交換學生、接待學校學生」、「公司同事」、「社區家
        庭」、「社團」、「友人」報名參加，為周遭環境避免受毒染而努力。邀請參
        加大型扶輪社會活動，是吸收新社友的最佳途徑。 

九、活動經費：由各社贊助參加者之報名費，直接上報名網站上扶輪社專用入口報名繳
               費。地區不代收任何費用，請各社於網上報名時註明社名即可。本次活
               動經費扣除賽事成本後，若有盈餘全數捐予公益團體。
       
十、總監獎項：各社贊助參加者之報名費總額達五千元，可得總監獎項。

                                  

��� 事由 金額

Chester 歡迎趙老師蒞社演演講。 2,000

Computer 歡喜做社長滿月了，謝謝大家的支持。 3,000

Diamond 歡喜眾寶眷來例會。 1,000

Delica 歡喜來例會。 1,000

Eden 歡喜愛孫晨宇來參加例會。 1,000

FrankSung 歡喜來例會，助陳若葳生日快樂。 1,000

Fred 歡喜White嫁第二個女兒。 1,000

Georgia 歡喜。 2,000

Hummer 歡喜夫人來例會。 1,000

Jacky 自己生日快樂。 2,000

Jack 第二年參加扶輪社，很快樂。 1,000

Jack 吃很飽很高興。 1,000

King 歡迎主講人，歡喜來例會。 1,000

Leader 感謝社友關懷家母往生，捐永東急難救 100,000

 助基金。  

Lloyds 慶祝例會愉快！ 1,000

Metal 歡喜！ 1,000

One 慶祝媳婦來台。 1,000

Peter 祝各位社友及夫人平安、喜樂！

Richard 歡迎夫人參加例會。 1,000

Ray 歡喜！ 1,000

Stainless 歡喜快樂欣賞非洲鼓藝。 1,000

Steve 歡喜來例會。 1,000

Watt 歡迎趙偉竣老師蒞社表演。 1,000

White 歡喜例會。 1,000

小計

 

 

合計

127,000

指定捐款                                110,000

一般捐款                                  73,000

183,000

人生「成敗得失」的《關鍵3秒鐘》!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以下三個
新聞報導實例：
事件一：
某企業高階主管，33歳，帥氣多金，娶了
一個秀外慧中財團千金28歲，隔年生了一
對漂亮的龍鳯胎。他為人謙和、做事認真。
座右銘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某晩，他駕著心愛的BenzSL63，細雨中，
與一台違規逆向機車擦撞，雙方一言不合，
他被這個未滿18歲的小混混「一刀捅死」。

事件二：
某大學校花，20歳，姣好的面孔配上170cm
的身高，從小在父母的熏陶下，精通各種
樂器和外文。她笑容甜美、氣質高雅。
座右銘是：「把你的臉迎向陽光，那就不
會有陰影。」

某晚，一個生日Party後，一樣的陰雨天，
她和交往一年的男友大吵一架後，「負氣
跳樓，香消玉殞」。

事件三：
某上市公司老闆，60歲，白手起家，年輕
時在商場上無往不利，打造出個人的事業
王國。他熟讀孫子兵法、精通各種VC投資。
座右銘是：「胸懷是一個領導者或創業者
最主要的功能。」

某晚，一個視訊會議後，陰雨天，他痛斥
底下一個員工笨得像豬，員工一怒之下拿
起煙灰缸，軋碎他的頭也軋碎了他的企業。

以上這三件事看似「無關」，
其「共同的關鍵」就是出在「三秒鐘」。

Why？ 

很多人一生謹慎小心、計劃周延，
書桌上貼滿了密密麻麻的
「人生座右銘」、
食譜上列滿了忌口養生的
「健康飲食」、
筆記本寫滿了保健長壽的
「秘訣重點」。

但，卻常常毀在「一時衝動」的「三秒鐘」!!

因為這「三秒鐘」的
《不能忍》、《忍不住》、《忘記忍》，
以致「前功盡棄」！!

「結婚」需經營很久,說「離婚」只要三秒鐘 ;
「朋友」需交心很久,説「翻臉」只要三秒鐘 ;
「形象」需包裝很久,「講錯話」只要三秒鐘 ;
「淡定」需修行很久,「毀了它」只要三秒鐘 ;
「快樂」需培養很久,「想不開」只要三秒鐘 ;
「矜持」需忍耐很久,「豁出去」只要三秒鐘 !

  朋友們，
  古人說：「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下次遇到任何「衝動時刻」，
  請記得，「摒住呼吸」，
  讓自己《沈澱》「三秒鐘」，
  也許經過了這「三鈔鐘」的《思考》，
  改變了你的一生，
  也改變了別人的一生。本月生日快樂 趙偉竣老師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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