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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27日(三)1012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2.第20、21屆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7月4日(三)下午6:00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B1芙蓉廳
  ※敬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3.7月11日(三)1014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4.7月18日(三)1015次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敬請社長、秘書、社當、各工作主委
    於上午11:00前抵達會場。 

5.7月25日(三)1016次變更移動例會
  ◎偏鄉學童服務計畫
  ◎用餐地點:泰源茶莊
  ※詳細行程安排另行通知。

6.2018-19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28日(六)下午6:00
  地點：另行通知
  爐主： Richer社長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107年6月20日 第1010次例會
社員: 50人  出席:人 出國:5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9人 
缺席:Eason、Hummer、K.F。
出席率: 94 %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2017-18 RYE Inbound學生戴林琳、姜浩恩歸國前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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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隊6月份月例賽
時間:6月21日(四)
     12:00報到、12:30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永東隊7月份月例賽
時間:7月3日(二)
     12:30報到、13:00開球
地點:林口第一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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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活動
◎2 017-18年度創區前瞻團隊感恩晚會
時間:6月16日(六)下午17:00(報到、聯誼) 
地點:國賓飯店2樓國際廳 
出席:Computer、One、Leader。

◎3481地區圓桌會議
時間:6月23日(六)14:30-17:00 
地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主講人:黃維敏 前總監 (PDG Tommy)
         台北百齡社 (3521地區)
講題 : 扶輪人需要知道的扶輪禮儀
進行方式：主席致詞PDG Design (西門社) 
議題主講人：PDG Tommy (百齡社) 
費用 ：$2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2018-19年度第一次社長及秘書會議
時間:7月8日(星期日) 08:10AM~12:00PM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97號/億光大樓
出席:Richer、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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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西區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6月30日(六)下午5:30註冊6:00開會
地點:品華會館
地址:宜蘭市宜蘭市中山路五段477號
集合時間：6月30日(六)下午4:0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捷運站五號出口旁
            搭乘遊覽車。

◎中和圓通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1日(日)上午10:03報到、11:00開始
地點:大阪根溫泉森林酒店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80號

◎雙和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2日(一)中午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晶豪樓餐廳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永和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3日(二)中午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永和扶輪社社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16號7樓之2

◎台北大航海家扶輪社2018-19第一次例會
時間:7月4日(三)中午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B1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7號

◎新北市大台北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17日(二)下午5:00報到，5:30開始
地點:桃園球場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23鄰39號

友 社 慶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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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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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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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E訊息

◎台北大世紀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20日(五)下午6:00報到，6:30開始
地點: 格萊天漾大飯店天闊廳15樓 
地址:台北市艋舺大道101號15樓

6月份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6月13日下午2:00
地點：福容飯店
出席：Computer、Steve、Richer、Chester、
            Eden、Stainless、Georgia、One、Peter。
列席：Jeff、Diampond、Richard。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07年4~5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107年4~5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劉榮州Color社友申請退
          社案。
    說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議：勉予通過，盼續前緣。 

 1.RYE義大利交換學生戴林琳離台時間
    6/26(二)09:30/華航CI-75/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法國交換學生姜浩恩離台時間
    7/9(一)23:40/長榮航空BR-87/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歡迎有空社友、寶眷前往送機。

新社友聯歡晚宴
時間：6月27日(三)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和平店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之1號 
參加人員：(2016-18新社友)
CP.Leader 、P.Computer、IPP.Steve 、S.One
PP.Eden、PP.Chester、PP.Gerogia、PP.Fred、
PP.StainIess、PE.Richer、 Antonio、Lloyds、
Tour、Stanley、Jack、Tony、Andy、Alfa、
Bank、Cool、David、House、Ichilong、Iven、
Jack Yeh、K.F.、Tan、Tom、Art 、Eason
主辦單位：P.Computer 
※請社友務必撥冗參加，深深致謝。
 



~~~~~~~~~~~~~~~~~~~~~~~~~~~~~~~~~~~~~~~~~~~~~~~~~~~~~~~~~ ~~~~~~~~~~~~~~~~~~~~~~~~~~~~~~~~~~~~~~~~~~~~~~~~~~~~~~~~~
社 友 園 地扶 輪 知 識--  扶輪程序手冊

衛生部長講真話.每個人必讀!
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說得一席話值得深思
----------------------------------
1、送醫院時人沒死，治幾個月人死了，你
   說是治好了，還是治死了？

2、糖尿病：開始一個加號吃了十年的藥變
   成為四個加號，你說是治輕了還是治重
   了，而且還能堅持十年……

3、大夫自己高血壓十年，自己都治不了自
   己，卻給一年高血壓的患者開藥方。
   大夫自己糖尿病五年、痛風八年給發病
   一年兩年的患者治療，滑稽可笑吧？

4、醫院大樓越蓋越大，病人越來越多，如
   果醫生能夠治好病人，應該是病人越來
   越少呀。

5、癌症患者手術、放療、化療後兩至三個
   月死亡，還傾家蕩產。不住院治療或許
   能多活兩年或更長，是醫學的成就還是
   悲哀？

6、什麼樣的人要去醫院？
   第一需緊急搶救的人；
   第二緊急止血的人；
   第三接胳膊接腿的人；
   第四孕婦臨產的人。
   其它的人群調整心態、配合運動、改變
   不良生活習慣、均衡營養，中醫綜合調
   理就行啦！

7、總結：人們已經在慣性的思維軌道上剎
   不住車了：

有病→吃藥→看大夫→住院→搶救→賣房
子→借錢治病→把人治死為止！

心安理得去死，送太平間去火葬場。-----
這就是人們可憐的慣性思維！人們是如此
的迷惑顛倒 ！

記住：健康長壽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這段話說得非常好，值得一看，值得深思，
我們要學會一些切實可行方法來保障，調
理身體的健康！

經典！你本沒病，只是養成看病習慣，腦
袋有病！！！

【職業分類】
第1條 - 一般規定。 
        (a) 主要活動。本社每一現職社員，應各依其所從事之事業、專業、或社區
            服務類別加以分類。職業分類應描述該社員所隸屬的公司行號或機構的
            主要且公認的活動，或描述該社員之主要且公認之事業或專業活動，或
            描述該社員之社區服務活動性質。 
        (b) 修正或調整。如情況需要，理事會得修正或調整任何社員之職業分類。
            職業分類之修正或調整提案，應事先通知該社員並給其列席表示意見之
            機會。

第2條 - 限制。某一職業分類本社如已有 5名或以上之現職社員時，不得再選舉該職
        業分類之人士為社員，除非本社社員人數超過50名，在此情況下本社得選舉
        任何人為某一職業分類之現職社員，只要最終該職業分類之合計社員人數不
        得超過本社現職社員總人數百分之十。退休之社員不得列入某一職業分類之
        社員總人數計算。轉社或前社員，或扶輪青年服務團或國際扶輪理事會所定
        義之扶輪前受獎人之職業分類不得阻止該社員被選為現職社員，即使本社選
        舉的結果暫時超過該職業分類的限制。儘管有上述限制，如社員變更職業分
        類，本社得在新的職業分類下繼續保持其社員資格。

【社友出席】
第1條 - 一般規定。本社每位社員應出席本社例會、或，如細則有規定，衛星扶輪社
        之例會、以及參與本社之服務計畫、其他集會及活動。社員如親自或藉線上
        連結出席例會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已出席但因突發情況被召離席且事後取
        得證明足以使理事會認為該離席行動合理，或在本社網站張貼之例會後一週
        内參加此一例會，或以下列方式補出席均算出席： 
        (a) 例會之前或之後14天的任何時間： 
        (1) 出席另一扶輪社、另一扶輪社之衛星扶輪社、或臨時扶輪社例會，且時
            間達百分之六十；或 
        (2) 出席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扶輪社區服務團、或扶輪聯誼
            會、或者臨時扶輪青年服務團、臨時扶輪少年服務團、臨時扶輪社區服
            務團、或臨時扶輪聯誼會之例會；或 
        (3) 出席國際扶輪年會、立法會議、國際講習會、扶輪多地帶會議、國際扶
            輪各委員會會議、扶輪地區年會、扶輪地區訓練講習會、奉地區總監之
            指示而舉行之任何地區委員會會議、或例行宣佈之扶輪社埠際會議；或 
        (4) 在另一扶輪社或另一扶輪社之衛星扶輪社的例會舉行的時間與地點為參
            加此一會議而出席該社的例會，但該社卻未在上述時間與地點開會；或 
        (5) 出席且參與由本社理事會授權之扶輪社服務計畫或扶輪社辦理之社區活
            動或會議；或
        (6) 出席理事會會議，或經理事會之授權而出席該社員被派任之服務委員會
            之會議；或 
        (7)  透過扶輪社網站參與平均30分鐘的互動活動。

第2條 - 因外派工作之准免出席。如社員將從事長期外派工作，經由社員所屬扶輪社
        及被指名之扶輪社相互同意，該社員得在外派期間出席被指名之扶輪社的例
        會取代出席社員所屬扶輪社之例會。

第3條 - 准予免出席。社員可准予免出席，如： 
        (a) 其缺席符合理事會核准之條件及情況。理事會在認為理由正當且充分時
            得准予社員免出席例會。
        (b) 該社員之年齡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年資達85年，並在一社或多社之
            年資至少20年，且已用書面向本社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望，並經理事會
            同意。

Art新社友入社配章

第四次登山會~奇岩山及軍艦岩、會長交接

林錦池Delica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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