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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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 第1114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1月6日(星期三)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12月23日 第1113次例會(出席率:77 %)
社員: 39人  出 席: 24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4人 
缺席: Chan、Ichilong、Sam、Metal、Light、
          Panel、Ping、Hummer、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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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下的銀行服務變革  主講人：簡君志 老師 

RID3481第四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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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社友＆夫人李彥芳
  （1/1、十四週年）

Lawyer前社長＆夫人黃明瑜
(1/3、四十七週年）

Delica前社長＆夫人劉麗滿
  （1/9、四十四週年）

Light 社友＆夫人蕭湘琦
  （1/9、二十一週年）

One 社友＆夫人胡敏惠
  （1/11、二十三週年）

Peter 前社長＆夫人郭明玉
  （1/17、四十二週年）

Antonio 社友＆夫人蘇淑護
  （1/19、二十七週年）

King前社長＆夫人賈季蓁
  （1/26、三十週年）

Panel       社友   1/03
Eden        前社長 1/10
Metal       前社長 1/10
Stainless  前社長 1/11
Steve       前社長 1/26
郭明玉(Peter夫人) 1/29

學歷
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華科技大學 第八屆傑出校友
管理系統
企金徵、授信管理系統 (第一屆金融菁業獎
最佳風險管理獎)、企金信用評等系統、
企金 ODS (Operational Data Store)、
聯徵、票交所查詢系統、投資管理系統、
投資後管理系統

經歷
王道商業銀行 內部講師
企業金融領域 20年資歷
王道商業銀行 企金資訊部 經理
王道商業銀行 企金資訊部 副理
台灣工業銀行 資訊部 襄理
台遠科技 資深工程師
碩懋科技 資深工程師
網晟科技 主任工程師

活動訊息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關懷獨居老
人溫馨送暖-備糧包捐贈儀式
時間：1月6日(三)下午15:00-16:30 
地點：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12樓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23號
主辦社：台北永東社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基
金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10年1月10日(日)8:30-12:00
地點：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10樓
出席：FrankSung、Jeff。

◎中和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1月9日(六)17:30註冊 18:00開始
地點：狀元樓晶豪宴會廣場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出席：White、FrankSung、Lloyds、
      Jeff、King。

12月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09年12月23日(星期三)PM2:00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出席：White、FrankSung、Jeff、Lloyds、
      Fred、Ray、Jacky、Tan。
列席：Antonio、Watt。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109年11月財務報表案。
    說 明：附109年11月財務報表。
    決 議：通過。

(二)案 由：請討論蔡松源Diamond前社友
           申請再入社案。
    說 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 議：通過。

(三)案 由：請討論23屆顧問委員會建議案。
    說 明：表揚金毓霞團長為永東社區服
            團奉獻服務20年。
    決 議：通過。擬於授證慶典中表揚。

1.1月13日(三)1115例會
  ◎專題演講:樂齡樂活腦力
    主講人: 李國嘉 老師

2.1月20日(三)1116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 1月理事會

3.1月27日(三)1117例會
  ◎社務討論會

.2月3日(三)111 例會4 8
  ◎專題演講:揮毫春聯
    主講人: 顧兆江 新店社PP.Joe( )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 月 日 三 適逢春節前夕休會乙次5 2 10 ( )
  
. 月 日 三)例會變更與新春團拜暨6 2 17 (

  第四次爐邊會合併舉行。

.第四次爐邊會暨新春團拜7
  主題：獎助基金
  爐主：Jeff(組長)、Lawyer、King
                Delica、Fred、Computer、
                Panel、Jacky、Tom、Life。 

2 20 6 00  時間： 月 日(六)下午 :
  地點：另行通知
  ※歡迎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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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5參加宜蘭西區社主辦五結鄉中興國小附幼捐資興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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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園地 周佑民PP.Steve 前社長

好文欣賞～ 青春

德裔美籍人 塞繆爾·厄爾曼 70多年前寫的一篇只有四百多字的短文。首次在美國發表
的時候，引起全美國轟動效應，成千上萬的讀者把它抄下來當作座右銘收藏，許多中
老年人把它作為安排後半生的精神支柱。

文章如下：
「青春，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的矯健。
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頭腦中的一個意念，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潛力，是情感活
動的一股勃勃的朝氣，是人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青春，意味著甘願放棄溫馨浪漫的愛情去闖蕩生活，意味著超越羞澀、怯懦和欲望的
膽識與氣質。

而60歲的男人可能比20歲的小夥子更多地擁有這種膽識與氣質。沒有人僅僅因為時光
的流逝而變得衰老，只是隨著理想的毀滅，人類才出現了老人。

歲月可以在皮膚上留下皺紋，卻無法為靈魂刻上一絲痕跡。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
使人佝僂於時間塵埃之中。

無論是60歲還是16歲，每個人都會被未來所吸引，都會對人生競爭中的歡樂懷著孩子
般無窮無盡的渴望。

在你我心靈的深處，同樣有一個無線電臺，只要它不停地從人群中，從無限的時間中
接受美好、希望、歡欣、勇氣和力量的資訊，你我就永遠年輕。

一旦這無線電臺坍塌，你的心便會被玩世不恭和悲觀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蓋，你便衰
老了——即使你只有20歲。

但如果這無線電臺始終矗立在你心中，捕捉著每個樂觀向上的電波，你便有希望超過
年輕的90歲。

所以只要勇於有夢，敢於追夢，勤於圓夢，我們就永遠保持青春！
千萬不要動不動就說自己老了，錯誤引導自己！年輕就是力量，有夢就有未來！」

聯誼活動

◎雙和隊1月例賽
日期：110年1月21日(四)
時間：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幸福球場

◎3481星光大道扶輪之星歌唱大賽
日期：110年1月23日(六)上午10點開始
地點：民生社區活動中心4樓集會堂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63-1號
參加社友：Tan、Tom。

 

  

第三次拍賣會明細 109.12.23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皇家禮炮1L Leader Antonio 8,000

約翰走路藍牌1L White Leader 8,000

藝品一幅 LawrenceStainless 8,000

藝品一幅 One Computer 5,000

卡補元氣飲三套 Peter Computer 1,000  
White 1,000  
Tan 1,000

小計 32,000

109.12.26參加第四分區舉辦盲人環台公益路跑開幕式於南門國中

109.12.26舉辦第三次爐邊會於一郎日本料理和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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