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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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度 第二十三卷 第9 期 第1098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9月2日(星期三)

1.9月9日(三)1099例會時間、地點變
  更如下：
  ◎坪林社區服務暨陽光例會
  集合時間:9月9日(三)上午10:00
  集合地點:坪林國中(新北市坪林區
            國中路4號)
  例會時間:中午12:00
  例會地點:泰源茶莊(新北市坪林區
            北宜路八段207號) 

2.9月16日(三)1100例會
  ◎專題演講:生活中不可不知的法律
              常識
    主講人: 沈俊豪律師
  ◎ 9月理事會

3.原9月23日(三)例會變更與第二次
  爐邊會暨中秋晚會合併舉行。

4.第二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時間:9月26日(六)下午6:00
  地點:粵華軒港式餐廳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83號
       (捷運大安站6號出口步行) 
  爐主:Lloyds(組長),Peter,Watt, Metal,
             Steve,One, House,Tan,Cool,Jerry。
  主題:社務行政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5.9月30日(三)第五週休會乙次。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8月26日 第1097次例會(出席率:78%)
社員: 40人  出 席: 25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4 人 
缺席: House、Light、Chan、Hummer、Metal、
      Jack、Jacky、Life、Ichilong。

社長:白成業White   社長當選人:宋明超FrankSung  秘書:許慶賢Jeff   會計:林冠宇Fred

節目:陳仲捷Tan         聯誼:謝秉辰House                 糾察:蔡能欽Cool 社刊:周佑民Steve

辦事處: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37號5樓  /    TEL:2368-3596 /  Fax:23683597

E-mail: yhe.adsl@msa.hinet.net   http://www.rotary-yhe.org.tw

今日主題：膝關節的Q&A    主講人:廖翊廷 主任醫師 

RID3481第四分區

~~~~~~~~~~~~~~~~~~~~~~~~~~~~~~~~~~~~~~~~~~~~~~~~~~~~~~~~~
活動訊息

◎臺灣藝術博覽會
時間：9月10日(星期四)-9月13日(星期日)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号
※Art社友主辦、第四分區協辦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華山愛老人 
  中秋亮起來捐贈活動
時間：9月18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号8樓
主辦社：中和圓通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秀朗國小校園
  反毒宣導活動
時間：9月26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02號
主辦社：永和社 

Lawyer 前社長      9/28
White  社長         9/28
Fred   前社長      9/29

生日快樂

Hummer社友＆夫人鄧惠宜
   (9/19、二十一週年)

Tan社友＆夫人魏敏芝
    (9/19、十二週年)

Chan社友＆夫人邱玉慧
    (9/20、三十六週年)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士 現職：永和耕莘醫院骨科主任

專長：
一般骨科、創傷骨科、骨質疏鬆。

◎3481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12日(六) 8:00-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7號

◎3481地區扶輪知識研習會
時間：10月17日(六)08:30-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

經歷：
台大醫院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地區訊息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RYE招生說明會
時間：9月20日(日)13:00-17: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7號

◎2020-21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RYLA)
時間：2021年1月22日-24日(五-日)，
地點：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歡迎社友推薦子女參加，資格如下：
  1.18-23歲青年
  2.扶輪少年服務團之OB團員
 3.扶輪青少年服務團之團員
  4.願加入扶輪青年服務社之熱忱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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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少團活動
1.樂山教養院陪伴計畫 -「中秋烤肉趣」     
  日期：9月19日上午9:00 報到聯誼、
        9:30-14:00 中秋陪伴活動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三段187號

2.扶少團聯合例會
      時間：10月17日(六)上午9：00-12:00
     地點：崇光高中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號

3.職業參訪—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9月5日(六)上午08：00-12:00
  地點：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一段351號

青少年服務訊息

109.8.27參加台北大世紀社授證晚會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3屆社刊

地區來函照登 社友園地

受文者：台北英倫社洪國鈞P Richard暨全體社友
         台北永東社白成業P White暨全體社友
         翡翠社李昭澈P Akira暨全體社友
         台北明門社鄭鴻君P Eddie暨全體社友
         台北創新網路社徐昌生P Sam暨全體社友
         台北及美社蔡育盛P Arthur暨全體社友
主  旨：敬邀 參與國際扶輪3481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相見歡
說　明：
一、 2020-21年度3481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相見歡，係由大學伴與小學伴進行相見的
    活動，以增進彼此間熟悉感與情誼，使得後續的課輔更加順利進行。同時，希望透
    過相見歡活動讓各社代表了解大小學伴及感受到翻轉教育的成就感。
二、 2020-21年度3481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崇光組–大小學伴相見歡 (崇光高中、
    瑞柑國小、湖田國小、乾華國小)，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20年9月9日(星期三) 10:00-11:20(扶輪社議程)
    議程：   10:00-10:30報到聯誼
             10:30-11:05主席及來賓致詞
             11:05-11:20捐贈儀式及全體大合照(學校頒發感謝狀、各社交換小社旗)
             -----------以下議程為學校與大小學伴相見歡，扶輪社友自由參加---
             11:20-12:50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及午餐
             12:50-13:45大小學伴參觀星象館及VR體驗
             13:45-14:00賦歸
     地點：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三樓活動大禮堂(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號)
三、 敬請各贊助社於9月2日前將例會旗、活動旗及小社旗兩面寄至崇光組主辦社-
    台北創新網路社社辦：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0 號13樓 江小姐
四、 敬請於2020年9月2日(星期五)前回覆E-mail：tpgh1314@gmail.com

                       偏鄉英文教育委員會主委 沈維斌 IPP Benny暨全體委員 敬邀

受文者：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 各社參加國際扶輪3481地區星光大道 扶輪之星 歌唱比賽活動由
說  明：
一、 扶輪總是以扶輪歌唱為例會揭開序幕，為挖掘愛唱歌的扶輪人特別舉辦3481地區星
    光大道扶輪之星歌唱比賽，藉唱歌聯誼，喚起扶輪歡樂的泉源，讓扶輪的情誼因歌
    聲的交流而更加厚實。        
二、3 481地區星光大道扶輪之星歌唱比賽
    初 賽：110年1月23日假民生社區活動中心4樓集會堂
    決 賽：110年3月20日假鉅星匯國際宴會廳
    資 格：3481地區社友、寶眷或職員為限。分長青組 (65 歲以上) / 一般組
    報名費：2,000元 /位       曲 目： 以英、日、國、台語為限。
�   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歌唱比賽活動簡章」，11月30日截止報名收件
三、 敬邀各社贊助活動經費5,000元成為贊助社，贊助款可以抵報名費。可獲年度總監
    獎項鼓勵 (服務計畫類NO.9)。承諾贊助社若報名費總金額不足5,000元仍以5,000
    元收取，超過則依實際報名費用繳納。
四、隨函附上 歌唱大賽活動簡章一份及報名表一份，請參閱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賴志明DG Jimmy
                                       扶輪歌唱委員會主委   游宏基PP G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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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才黄霑有不文之稱，他60歲時，親朋
好友們擺了酒宴，為他慶生日賀壽。
酒宴開席前，司儀邀請他談談60年的人
生感想。 
不文霑接過麥克風，清清喉嚨，不離他
搞笑本色倚老賣老的說: 

命運 : 
就像“強姦”--你反抗不了，就要學會
享受！ 

工作 : 
就像“輪姦”--你不行了別人就上。 

生活 : 
就像“自慰”--  什麼都得靠自己雙手。  

時間 : 
就像“乳溝”--  硬擠一下都還是有的。 

機會 : 
就像“老二”-- 緊緊握住就會慢慢變大。 

學習 : 
就像“嫖妓”-- 出完錢後還要出力。  

薪水 : 
就像“月經”-- 一個月才來一次， 
一個禮拜就沒了。 

談判 : 
就像“口交”-- 費盡了口舌， 
就那丁點收獲。  

獎金 : 
就像“陰毛”-- 掉的要比長的還多。  

老闆 : 
就像“陰道”-- 總是怕軟不怕硬。  

兄弟 : 
就像“避孕套”-- 不論來勢怎樣洶湧 
都幫你兜著。  

承諾 : 
就像一句“幹你娘”-- 人人都會說， 
卻沒人做得到。 

最後呢 ? 
只看不傳的 : 就像“陽痿”-- 
明明看爽了，就是沒有動作!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油畫一幅 Art Eden 6,000

台茶18號 One One 3,000

天目杯 One Chester 2,000

日立除濕機 Cool Eden 7,000

湘繡一幅 Lloyds Leader 5,000

藝品 LawrenceWhite 7,000

烏克麗麗CD White Leader 500

Fred 500

Cool 500

義大利皮夾 Steve Stainless 2,000

紅酒2瓶 Steve FrankSung 2,000

調查局紀念酒 Leader Ray 2,000

百富12年 Richer Jeff 2,000

Robert Mondavi紅酒 Jeff Peter 2,000

小計 40,500

第一次拍賣會明細 10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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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3481地區年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11月9日(一)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報到時間：11月9日10:00報到
 開球時間：11:00準時開球 
 費用： ① 報名費：1000元(含紀念品、
                   獎品及餐費)
        ② 擊球費：非會員2,449元。

◎2021臺北國際扶輪世界年會萬人反毒
公益路跑
日期：11月1日（星期日）06:00～10:00
地  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 (出發起終點)
   

◎2020-21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日期：9月5-6日(六日)
地點：苗栗二日遊
住宿：日出溫泉飯店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34號)
職業參訪：春池玻璃
           (新竹市牛埔路176號)
集合時間:上午6:50集合、7:00出發
集合地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5號出口
          (中山南路&愛國東路口)

聯誼活動

李木鐸CP.Leader創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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