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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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 第1190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9月20日(星期二)

1.9月27日(二)1191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歡迎社友
    踴躍提供拍賣品。
  ◎新社友Frank自我介紹

2. 10月4日(二)119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3樓【金龍廳】
  ◎專題演講：RYE學生姜筱桃中文
               報告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 10月11日(二)1193例會時間、地點
  變更如下:
  ◎與永和社聯合例會 
  時間：10月11日(二)12:00-14:00
  地點：永和社社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16號
         7樓之2
  ※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4.10月18日(二)1194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9月13日 第1189次例會(出席率:81 %)
社員: 32人  出 席: 18 人  出國:2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2 人  
未出席社友:
Diamond、Hummer、Ichilong、King、Light、
Ray。

◎2022-23年度第一次登山會預定於10月
  2日(日)，行程另行通知。

◎地區年會羽球聯誼錦標賽
日期︰11月13日(日)08:00報到、09:00開始
地點︰台北體育館7樓羽球場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0號
※歡迎社友、寶眷報名參加。

◎地區年會高爾夫聯誼錦標賽
日期︰11月7日(一)9: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桃園大溪球場
報名費：1000元
擊球費：3000元
※歡迎社友報名參加。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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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00  註冊、聯誼 ..........................................................  第四分區 各社執秘

18:00-18:12  扶輪歌唱 ..............................................................  ⼤風堂社、公益路跑社領唱

                           1. 這是咱的扶輪社                            

                           2. 歡迎地區總監

18:12               鳴鐘宣布開會 ...................... ................................  ⼤風堂社社⻑ 黃博鈞 P Art

18:12-18:17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  司儀：⼤風堂社 Simon／Jasmine

18:17-18:20  主席致詞 ..............................................................  ⼤風堂社社⻑ 黃博鈞 P Art

18:20-18:25  總監致詞 ..............................................................  地區總監 邱文麗 DG  Wendy

18:25-18:40  新社友配章 ..........................................................  地區總監 邱文麗 DG  Wendy

18:40-18:45  介紹主講⼈ ..........................................................  ⼤風堂社節⽬主委 徐銘熙 Ted

18:45-19:25  專題演講  .............................................................  主講⼈：王建彬 博⼠

                         【講題: 創新職業模式案例分析與成功⽅程式】

19:25-19:35  致贈主講⼈社旗及講師費.....................................   第四分區 各社社⻑

19:35-19:38  致謝詞 ..................................................................  公益路跑社社⻑ 許漢隆 P Rick

19:38               鳴鐘閉會...............................................................    公益路跑社社⻑ 許漢隆 P Rick

19:38-19:40  ⼤合照/餐敘/歡歌時間 ........................................   各社社⻑及社友   

19:40-19:45  晚會開始...............................................................  節⽬主持⼈:⼤風堂社 Ted /Angel  

19:45-20:05  ⼤風堂社友表演-舞蹈表演  .................................. 莎莎+舞群

                          ⼤風堂社歌唱表演................................................  ⽅俊翔     

20:05-20:15  第四分區聯合慶⽣ ................................................ 9⽉份壽星

20:15-20:20  糾察報告 ..............................................................  ⼤風堂社糾察 張藝騰 Marven

20:20-21:30  各社輪流上台歡唱 ...............................................  節⽬主持⼈:⼤風堂社 Ted /Angel  

國際扶輪3481地區第四分區永和社、雙和社、台北永東社、中和圓通社

、新北市⼤台北社、台北⼤世紀社、台北⼤航海家社、臺北建宗社、

台北⼤時代社、台北⼤風堂社、台北公益路跑社、台北⼤歡喜社、台北

⼤晶華社、永續元宇宙社⼗四社聯合例會

程序表 

⽇期：111年9⽉20⽇             地點：格萊天漾13樓格萊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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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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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3-24年度青少年
長、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甄選送件時間如下
，有意願之社友請告知社長、秘書或顧問
主委White協助辦理。
時間：2022年7月19日(二)〜10月28日(五)
※10月28日(五)截止申請。

地區訊息

◎2022-23年度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研習營開始受理報名，有意願之社友請告
知秘書。
資格：20-26歲之公私立大學(院)及研究所
在學之學生、社會青年。
※9月30日(五)截止申請。

時間：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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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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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5屆社刊
~~~~~~~~~~~~~~~~~~~~~~~~~~~~~~~~~~~~~~~~~~~~~~~~~~~~~~~~~ ~~~~~~~~~~~~~~~~~~~~~~~~~~~~~~~~~~~~~~~~~~~~~~~~~~~~~~~~~~~~~~~~~~~~~~~~~~~~~~~~~~~~~~~~~~~~~~~~~~~~~~~~~~~~~~~~~~

今⽇主題 紅箱捐款明細

現職/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長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所長�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相關經歷/專任
◆商研院院�(2022.4-迄今)
◆商研院代理院�(2021.8-2022.4)
◆商研院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所(2011.11-迄今)
◆工研院產經中心執行總監
◆經濟部ITIS 計畫辦公室主任
◆經濟部ITIS 計畫執行秘書
◆工研院機械所市場部經理

兼任
◆經濟部「產業升創新平台計畫」
  審議委員
◆勞動部「國家人才發展獎」複審
  委員(2022)
◆台灣大學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研
  究中心兼任研究員(2020)
◆國發會國發基金投資評估審議委
  員會審議委員
◆經濟部國家創新獎評審委員
  (2014~)
◆經濟部技術處SBIR 計畫審查委員
  (2014-)
◆經濟部產業詢委員會審議委員會
  委員(2012-)
◆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補
  助計畫審查委員(2010-)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審查委員
  (2007-)
◆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評選
  委員會專家學者
◆產業管理與論壇(TSSCI)期刊產業
  前瞻領域主編

榮譽
◆榮獲商研院50 項獎狀
◆中華民國13 項發明及新型專利
◆勞動部2015 年TTQS 評核銅牌
◆協助經濟部投資處獲行政院「金斧獎」入圍獎
◆工研院「論文獎」
◆工研院產經中心「最佳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經濟部ITIS 畫專題報告「優等一名」
◆經濟部ITIS 計畫年鑑「優等一名」
◆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成果優良獎(ITIS 計畫)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作品競賽,13 本報告
   100 獲獎
◆率領同仁參加經濟部中國大陸經濟研究報告
   獲頭等獎(第一名獎)
◆中華民國成功企業經理人
◆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名人
◆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
◆連續2年協助經濟部技術處獲行政院「政府出
  版品獎」電機月刊金筆獎博士論文獎

主講人/王建彬 院長
講題/創新職業模式案例分析與成功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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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N 事由 金額

Chester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Computer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20,000

Cool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5,000

Eden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歡迎姜筱桃Inbound學生來台。 1,000

Fred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5,000

Georgia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Ichilong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5,000

Jeff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King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Lloyds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50,000

歡迎主講老師。 2,000

Metal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歡迎主講人林女士蒞社演講。 1,000

Panel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Stainless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歡喜心想事成。 1,000

Steve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好久不見素卿姐。 1,000

Tan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Watt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歡迎法國交換學生momo 1,000

White 指定捐款-台灣藝術博覽會。 10,000

小計

前期

指定捐款：141,000

合計

212,000

418,000

一般捐款：65,000           206,000

本月生日快樂

本月結婚周年快樂

致贈RYE姜筱桃零用金及禮物

111.09.13林嫵恬女士精彩演講

~~~~~~~~~~~~~~~~~~~~~~~~~~
兄弟社活動預告

◎台北永東社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時間：10月29日(六)17:00-21:00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111.09.13

111.09.09參加台灣藝術博覽會開幕式 111.08.30第四分區-真善美基金會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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