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黃錦雄Lloyds   / 社⻑當選⼈:許慶賢 Jeff     / 秘書:陳仲捷 Tan    / 會計:⽩成業 White

節⽬:黃聖諺Ichilong      /  聯誼:蔡能欽 Cool        / 糾察:林冠宇 Fred      / 社刊:陳錫泉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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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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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3 期 第1182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7月19日(星期二)

1.第一次爐邊會(1183例會)
  時間：7月30日(六)18: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F
  ※社長作東，敬請全體社友、夫人
    準時出席。

2.8月2日(二)1184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福華廳三區】
  ◎專題演講：RYE Outbound行前報告
    主講人：姜之浩同學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8月9日(二)1185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4樓【花園大道】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4.8月16日(二)118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福華廳三區】
  ◎3481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5.8月23日(二)1187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

  

   
   

 
  

 

    
   

   

 

 

         今⽇主題：創業投資模式與投資理念      主講⼈：王⽣睿 總經理

【 上週出席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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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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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7月12日 第1181次例會(出席率:71 %)
社員: 31人  出 席: 16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3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rchi、Cool、Diamond、Hummer、Light、
Metal、Stainless、White。

地區訊息

◎ - 青少年交換 接待社、輔導顧2022 23 RYE
問暨接待家庭講習會

7 24 ( )08:30-17:00 時間： 月 日 日
- 201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教室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出席：社長、 顧問主委、第 、 、 接待RYE 1 2 3
      家庭的接待父母。

◎2022-23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間：8月21日(日)09:00-20: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地址：台北市植福路8號
出席： Lloyds、Jeff、Tan、Cool、Archi
       、Ichilong、Jacky。
※敬請以上人員準時出席。

2022 2022◎ 年度阿布達比地帶研習會將於
年 月 日在12 2-4 Yas Island, Abu  Dhabi
舉行，敬請各社鼓勵社友及寶尊眷踴躍報
名參加。
※早鳥優惠社友USD 320，原價USD 375，
伉儷優惠價USD 530，原價USD 620。

◎大雙和隊7月例賽暨新舊任會長交接。
時間：7月21日(星期四)
      11：30報到、12：00開球
地點：大溪球場
晚餐：2樓明園
※歡迎社友、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日期：9月18日（星期日）06:00〜09:00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出發) 至 台北市政
       府前廣場(終點)
報   名費：活力想像組 5K組 / 600元人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地區公益自行車活動於2022/10/20-23
共四天三夜，向南騎行東台灣。
10/20(四)出發08:00將於台北市關渡碼頭
舉行啟程儀式，歡迎有興趣社員以及寶尊
眷踴躍報名參加。

聯誼活動

 1.RYE Outbound學生姜之浩赴德國時間
    8/10(三)21:30/阿聯酋航空EK-367/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 Inbound法國學生Maude 抵台時間
    8/26(五)06:30/長榮航空BR-88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2022-23RYE交換學⽣航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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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7月12日(星期二)
地點：福華飯店
出席：Lloyds、FrankSung、Jeff、Tan
      Fred、Georgia、Ray、Ichilong。
列席：King、Watt。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例會變更案。
     說明：原7/26例會變更與7/30第一次
           爐邊會合併。
    決議：通過。7/26餐費(1,100元)於下
           期社費中扣除。

學經歷
1983-1989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士
            、碩士
1989-1991 聯華電子公司記憶體產品
            事業部高級工程師
1991-1995 新埔工專電機科講師
1993-1995 輔仁大學管理學碩士
1995-1996 誠信創業投資公司經理

1996-2003 益鼎創業投資協理
2003-2005 上海復旦大學第二屆EMBA碩士
2003-2008 昇達創新財務顧問公司總經理
2008-2013 上海商投創業投資公司副總經理
            上海磐石商聯投資公司經理
2008-迄今  盛達創新投資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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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7月23日(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11-1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講題：從立法會議看扶輪的發展趨勢
引言人：前總監 陳中統PDG John (中和社)
         前總監 謝炎盛PDG Electronics 
         (3482地區台北城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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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受文者：各扶輪社社長、各衛星社主席、各扶青社社長及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敬邀各社參加由3481、3482、3490、3521、3522、3523 扶輪地區聯合主辦之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說  明：
一、想像扶輪超人們為行善天下挺身而出，結合路跑做公益，918鼓勵社友自身參與並
    邀請扶輪家人好友一同用路跑啟動公益服務，亦可贊助青少年朋友參加用路跑行公
    益，獲得健康與友誼同時能為有需要協助的公益團體募集經費一起共好，特舉辦此
    次路跑活動，歡迎扶輪社社友與寶眷們踴躍作伙一起來。

二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1. 活動日期：2022年9月18日（星期日）06:00〜09:00
        2. 報名日期：即日起報名(2022年7月31日止)
        3. 報名方式：以贊助社為單位統一彙整填妥報名表資料 mail至地區 Sharon
       4. 活動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出發) 至 台北市政府前廣場(終點)
        5. 活動報名費：  活力想像組 5K組 / 600元人   
        6. 活動人數：本地區鼓勵參與目標人數 ：2,000人
        7.  路跑活動請各參加者視自身狀況量力而為，患有氣喘、心臟血管疾病、癲癇
        症等不    適劇烈運動者，不宜參加運動競賽。另為顧及孩童安全，6歲以下兒童
        應由20歲    以上成人陪同。
        8. 詳細資料各社可自行上網參閱活動簡章 https://opcc.work/2022rotary
              
  三、參與方式：
     1. 以扶輪家庭日形式《移動、陽光例會》帶動家人與青年朋友報名參與，展現扶
        輪家庭公益路跑活動。 
     2. 號召《扶青社》、《扶少團》、《ROTEX、NGSE、RYLA學生》報名，鼓勵各社
        資助報名費。
     3. 與學校合作，以舉辦「青少年服務活動」名義幫學生報名，創造成立新扶青社
        、扶少團之良機。 
     4. 鼓勵社友帶動「公司同事」、「社區家庭」、「社團」、「友人」報名參加，
        邀請參加大型扶輪社會活動，是吸收新社友的最佳途徑。

四、 活動經費：
     1. 由各社贊助1萬或2萬。 【贊助1萬或2萬以上手冊及網站列名為主辦社】 
        贊助款可以抵報名費。(郵資另計)
     2. 承諾贊助社若報名費總金額不足二萬元(A組)或一萬元(B組)，仍依贊助款項收
        取，倘若報名費用總金額超過二萬元(A組)或一萬元(B組) 則請依實際報名費用
        繳納。
           3. 總監獎項鼓勵贊助二萬元(A組)或一萬元(B組)並參與六地區聯合公益路跑。 (除
            達成之計分外,報名人數多寡會增加計分) (加強計分項目)
           4.  若路跑活動取消，相關經費說明:
        若活動因故取消，由於活動相關紀念品已製作，仍會寄送活動紀念衫、號碼布
         、帽 子、涼感巾、獎牌給予報名參加者。 另報名費110元，經六地區總監共同
        決議為宣揚扶輪博愛、親善、和平、服務之理念，將依各地區報名人數公平退
        還地區做為年度各項公益活動經費使用。
            【 本次活動經費扣除賽事成本後，若有盈餘全數捐予公益團體。】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邱文麗DG Wendy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謝慧蓉PP Risa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李天輔PP Daniel
                                         公益路跑委員會主委   黃建旺PP Mike 

111.07.09參加地區DEI扶輪家庭⽇於華⼭文創

社長請客下午茶 本社為活動贊助社 社友、寶眷踴躍參與扶輪日

社友、寶眷踴躍參與扶輪日 本社扶少團參與扶輪日

本社認購園遊券邀請新北家扶、台北家扶
共150個家庭參與

新北家扶感謝狀台北家扶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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