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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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7月4日 第1013次例會(出席率:98%)
社員: 51人  出席: 48人  出國: 1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2人 
缺席: Ichilong。 

【 上週出席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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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Richer、Diamond、Land、White、
     Stanley、Watt、Eden、Antonio、
     Tony、Tom、Ivan、Tour。 

◎中和福益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27日(五)下午6:00報到6:30開始
地點: 台北花園酒店2樓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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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25日(三)移動例會
  ◎偏鄉學童希望工程
    時間:上午10:00 坪林國中
    用餐地點:泰源茶莊
    地址:新北市坪林區坪林里水柳腳
          96之1號
  
2.2018-19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28日(六)下午6:00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96號
  爐主： Richer社長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3.8月1日(三)1016次例會
  ◎專題演講:掌握護心關鍵,擺脫死亡
              威脅。 
    主講人:范文俊醫師
    邀請人:Hummer
  ◎慶生會

4.8月8日(三)1017次例會
  ◎專題演講: 主講人連絡中

  

友 社 慶 典

節目: 賴瑞鳳Stanley   聯誼:唐哲成Antonio       糾察:謝秉辰House    社刊:林冠宇Fred

今日主題：歡迎3481地區總監 莊進標DG.Professor 蒞社公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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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東隊8月球訊
時間: 8月7日(二) 
      12:30報到、13:00開球
地點: 大屯球場

2018-2019年度   第二十一卷   第 3期     第1015次例會       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星期三)

扶輪經歷：
1998      年加入太平扶輪社
1998-2000年太平扶輪社秘書
2002-2003年台北市太平扶輪社社長
2004-2005年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
             主委
2005-2006年地區選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年地區助理秘書
2009-2010年地區助理總監
2010-2011年地區副祕書長
2010-2011年地區選務委員會副主委
2012-2013年地區執行副祕書長
2012-2013年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13-2014年地區秘書長
2014-2015年總監特別代表
2015-2016年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6-2017年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6-2017年總監提名人
2017-2018年地區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
2017-2018年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8-2019年地區總監

扶輪基金捐獻及獎項：
永久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3-2014年巨額捐獻人
2015-2016年巨額捐獻人
2016-2017年巨額捐獻人
2017-2018年巨額捐獻人

姓名：莊進標 DG.Professor
所屬社：台北太平社
學歷：輔仁大學化學博士
現職：
柏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柏盈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職業分類：化學工程

◎3481地區法治教育向下紮根~【2018-
2019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種子教師工作坊】
日期：7月21日(六)9:00~17:00
地點：IEAT 會議中心1樓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號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3481地區扶輪圓桌會議
時間:7月28日(六)14:30-17:00 
主講人 : 張吉雄 前總監 (PDG Joe)
           台北北區社 (3521地區)
講   題 : 扶輪在造人
費用 ：$2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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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年度扶輪亞太研習會
時間：11月30日-12月2日
地點：印尼日惹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481地區總監簡介

~~~~~~~~~~~~~~~~~~~~~~~~~~
地區活動

◎RYE接送機時間
 1.RYE西班牙交換學生FRAN抵台時間
    8/22(三)16:15/阿聯酋航空EK-366/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丹麥交換學生Olivia 抵台時間
    8/25(六)14:55/荷蘭航KLM-807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3.戴郡緹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澳洲。
    7/24(二)23:25/中華航空CI-57/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歡迎有空社友、寶眷前往接送機。

RYE法國學生姜浩恩離台

◎2018-19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
  家庭講習會
  時間:8月11日（週六）0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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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Richer、Hummer、Steel、One
  ※歡迎友興區社友踴躍參加。

RYE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訊息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1屆社刊成為勵志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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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各社贊助及參與2018-19年度唯一職業服務計畫「107年中高齡就業博
        覽會」。
說  明：
一、 2018-19年度地區職業服務計畫 「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以下簡稱就博會)
     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10:00~16:00
     地點：台北市花博公園爭艷館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二、 此次就博會為勞動部針對45歲以上人士，所舉辦之大型現場職缺媒合活動，期
     盼透過國際扶輪與勞動部之策略夥伴服務計畫，以樹立扶輪職業服務之新價值
     與典範。
 
三、 敬邀各社參與共同主辦贊助5,000元起，並推薦社友公司或友善企業，申請就
     博會廠商面試媒合之現場徵才免費攤位。(活動完全免費，攤位安排與篩 選由
     委員會統籌辦理)。
 
四、 1個職缺幫助了1個家庭！懇請各社社友或非社友企業提供友善中高齡職缺，該
     職缺開放給45歲以上求職者面試的機會，職缺內容不論是全職、兼職、論點、
     算工時，打工、專案或短期需求都可以，不論是內勤、外勤、服務業、生產、
     白領或藍領工作，只要符合勞基法，只要願意提供面試機會都非常感謝 !
           
 五、 若企業提出20個以上友善中高齡職缺，則可另外申請獨立攤位。申請不滿10個
     職缺以上之攤位，委員會將安排合併攤位，但是每一公司皆享有一樣的參展廠
     商權利義務。

六、 邀請 《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蒞社專題演講；並鼓勵社友申請登記成為台灣
     扶輪職業服務網「扶輪友善中高齡企業」之會員企業
 
七、 本次服務計畫已納入2018-19年度總監獎項。若贊助社推薦之參展公司參與就
     博會, 並獲任何媒體報導,促進提昇國際扶輪與貴社之公共形象者,可同時申請
     公共關係獎項。委員會可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計畫內容與活動照片。     
 
八、 諮詢窗口：各分區AG, VAG、本委員會執行長PP.Jacky (千禧社)0937-998-997
       副主委PP Susan (芙蓉社) 0928-232-597。若有任何疑問或需求，我們將竭盡
       心力提供最好最即時的服務！
 
九、 其他活動與申請細節請參照隨函附件：
      1. 2018-19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職業服務計畫參與意願回覆表
      2. 登記成為台灣扶輪職業服務網「扶輪友善中高齡企業」意願回覆表
      3. 例會邀請專題演講或5分鐘宣傳意願回覆表
      4. 「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企業現場徵才報名表
      5. 國際扶輪3481地區職業服務計畫「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活動DM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8-19年度地區
總監莊進標 DGE Professor
服務計畫主委張盈泉 PP Rubber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呂漢崗 PP Hank
資深人力委員會主委程念恩 VP Annie

 
  

3481地區來函
人生 有準備才能有機會:

這一次泰國能夠把12 個小孩 (+1個年輕小教練) 救出來的不可思議的巧合 : 
1.那個年輕小教練 曾經做過八年的和尚,曾經獨自在山洞裡修行,知道如何在洞穴內
  取得乾淨的水喝而不至生病 。也知道如何在陰暗的山洞裡面靜坐禪修而不消耗體
  力。這些取乾淨的水喝以及靜坐保養體力,這些經驗在這一次都用得上 ,小孩子在
  經過那麼多天暗無天日以及完全沒有食物近10天的日子還可以活得有精神有禮貌。

2.出事地點的省長,根據法律被任命為這一次拯救行動的總指揮。他本身在大學研究
  所讀書時主修的是大地測量學，它是一門量測和描繪地球表面的學科。對於了解
  地形結構及策劃出整個拯救行動的是會有極大的幫助 。

3.John Volanthen the British Cave diver who first found the missing boys說:我一直懷疑我
  為什麼對 cave diving 那麼著迷 , 當我發現那些小孩, 我知道上帝一輩子在準備
  我來為了讓我來做這一件事。

4.大約1年前有一個泰國的有名年輕歌星發起"一人一步"的慈善慢跑+ 捐款行動。 從
  泰國最南端跑到泰國最北端將近3000公里,得到捐款金額進15億 (原本目標只有7億
   )。得到的錢捐給約14家醫院, 每一家醫院拿到一億多一點的慈善款去購置醫療設
  備 。這一次救出來的小孩就直接送到距離最近的醫院, 也就是其中14家醫院之一。 
  沒有那一筆捐款, 這一家醫院的設備是非常不足的。也就是說, 無法即時容納突如
  其來的十幾個小病人 ...
  此歌星的名字是古語 ,名字的意思就是 "Wild Boar "。而 Wild Boar 就是這一次
  被關在山洞裡面的小孩子的球隊的名字 。
  很多事情似乎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你們說是不是?

社友園地 陳仕銘 PE.Land社長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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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拜訪社友職場致贈扶輪職業宣言

參加褓姆社永和社社長交接參加地區職業服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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