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宋明超FrankSung / 社⻑當選⼈:黃錦雄Lloyds / 秘書:唐哲成Antonio  / 會計:周佑⺠Steve

節⽬:柯⾦⽔ Stainless   /  聯誼:黃聖諺 Ichilong         / 糾察:姚通吉 Art            / 社刊:李榮周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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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1-2022年度 第二十四卷 第  23 期 第1160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1月 4 日(星期二)

1.1月11日(二)1161例會
  ◎與永和社聯合例會
  時間：12:00開會、13:00用餐
  地點：永和社社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16號
             7F-2
  ◎專題演講：走進心坎裡的親子溝
               通術
    主講人：嚴霆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2.1月18日(二)116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B2【福華廳三區】
  ◎專題演講：春聯揮毫
    主講人：PP.Joe (新店社)
  
3.1月25日(二)1163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

4.2月1日(二)適逢農曆春節
  休會乙次。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12月28日 第1159次例會(出席率:88 %)
社員: 34人  出 席: 15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4 人  
未出席社友:
Archi、Gordon、Steve、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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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87期,83年班畢業
東吳大學法律碩士102年班畢業
美國克里夫蘭醫院臨床研究員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外科部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三軍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執行秘書�委員
台灣外科醫學會醫療諮詢委員會總幹事

現任：
三軍總醫院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台北宏恩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孟德爾診所泌尿科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友華生技集團醫學事務處處長

今⽇主題：認識男性更年期         主講⼈：莊豐賓 醫師

Cool 社友＆夫人李彥芳
  （1/1、十五週年）

Lawyer前社長＆夫人黃明瑜
(1/3、四十八週年）

Light 社友＆夫人蕭湘琦
  （1/9、二十二週年）

Peter 前社長＆夫人郭明玉
  （1/17、四十三週年）

Antonio 秘書＆夫人蘇淑護
  （1/19、二十八週年）

King前社長＆夫人賈季蓁
  （1/26、三十一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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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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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月20日(四)
時間：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 旭陽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雙和隊 1⽉球訊

110/12/25參加第四分區-盲人環台公益路跑開幕式於南門國中

110/12/24-27 參加台灣藝術博覽會活動於台北世貿一館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

社友園地 黃永輝 DG APPS

110/12/26參加3481地區2022-23青少年交換-長、短期派遣學生甄試於台北商業大學

各位獨一無二的同學、
今天我們又完成了一次難忘的回憶、有超過300位扶輪家人一起來鳴鐘祈福、超過111
位勇士成功登頂、其中登頂年齡最高的為龍山社的CP.clerk78歲、今日走的路線最長
的是禧愛Seven及AG Daniel, 順便連小油坑都走了、PDG May也努力登上七星山公園。

也感謝永東Frank Sung社長帶領的後勤團隊、為了各位的一杯薑茶咖啡、財神爺、拍
照背板、發財金、登頂紀念..他們全數都是由人力由山下搬運到山上、只為了留給各
位一個獨特的回憶、山永遠在、但絕無機會再有這樣規格的回憶。

也感謝AG Healthy率領的醫療團隊、今日救了四名傷患、扶輪社友都很棒、只有一位
扶輪社友扭傷了腳、無大礙。醫療團隊在山路上、天意巧遇機車車禍、2位騎士重傷
OHCA, 幸運的被扶輪醫療團隊立即停下急救、順利救起、另救援一位山友暈倒撞破頭
、也已經成功後送。

扶輪的超我服務精神、今日各位活動、拯救兩條生命、這些福報必然迴向大家、讓大
家今年賺大錢、行好運、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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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序 RTN 金額 序 RTN 金額

1 FrankSung 6,00013 Panel 6,000

2 Antonio 6,00014 Chester 10,000

3 Steve 6,00015 Cool 3,000

4 Computer 20,00016 Lloyds 6,000

5 Stainless 6,00017 Tan 3,000

6 Eden 6,00018 Light 3,000

7 Jeff 6,000 19White 6,000

8 Georgia 6,000 20 Fred 3,000

9 Leader 6,000 21 Lawrence 6,000

10 Jack 6,000 22 Ray 6,000

11 Metal 6,000 23 李明娟 6,000

12 Watt 6,000 24 劉麗滿 3,000

小計   147,000 地區訊息

◎國際扶輪3481地區職業服務-『以數
  位科技驅動中小企業創新升級』講座
  時間：1月8日(六)上午8:30-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
         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
   講師：李世光(工研院董事長)
        謝國倫(工研院副執行長)
※歡迎社友報名出席。

◎ 國際扶輪青年領袖獎(RYLA)計畫
【第一階段結業式】：
時間：1月15日(六)下午13:00聯誼報到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 樓(國際會10
       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 扶輪公益網公益園遊會
時間：1月9日(日)上午9:00-16:30 
地點：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1樓中庭園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關懷獨居老人新春送暖 備糧包-
時間： 月 日(二)下午 : 報到1 11 3 00
地點：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 樓)12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 號123
主辦社：台北永東社/ 每社預算 , 元10 000
※本社主辦敬請社友踴躍參加。

◎中和社授證39週年慶典
時期：1月8日(六)下午5:30
地點：狀元樓晶豪宴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
      Antonio、Tan。

110年12⽉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12月28日(星期二)PM2:00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Antonio
             Fred、White、Tan。
列席：Chester、Watt、Diamond。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10年11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110年11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邀請已故社友夫人參與
           本社活動。
    說明：上月理事會決議紀錄修正。
    決議：歡迎已故社友夫人參加每月第
           一週慶生會、爐邊會、旅遊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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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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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 月 日 六 下午1 22 ( ) 14:30~17:00 

11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樓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 號 樓350 11
費用： 每名 元300

活動預告

110/12/25參加地區舉辦扶少團聖誕晚會

111/1/1參加3481地區元旦七星山登頂暨七星公園淨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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