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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769次例會）

第97次STAR訓練會議通知

主講人：陳正修 牧師
講 題：福音戒毒∼把狼變成羊的工作
學 歷：聖光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道學碩士
經 歷：基督教會專職傳道人
花蓮三個監所 駐監牧師
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 國內宣教士
現 職：晨曦會門徒訓練中心 主任
介紹人：PP Henry

時 間：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14:10
地 點：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例會原場地）
主 講：PP S.R.
講 題：『Mentor的角色』
※ 敬請入社五年以下之新社友當日務必準時出席，也
歡迎其他社友一同參與，還可順道補出席！

十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本週喜慶社友（10/12~10/18）
10/17
10/13
10/14

朱水金（Audio社友）生日快樂
梁肇安（TT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黃倩儀（PP P.J.）夫人生日快樂
蔡清標（Neuro社友）與趙真真女士結婚
37週年紀念日快樂
黃榮輝（PP Oculist）與黃林杏女士結婚
68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國昭（PP K.C.）與林桂朱女士結婚
47週年紀念日快樂

時 間：2017年10月17日（星期二）12:30開球
地 點：桃園球場
費 用：NT$2,79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

10/12

PP Lease高球聯誼賽通知

農8/28

活動日期：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12:00
活動地點：東方高爾夫俱樂部
擊球費用：會員NT$2,730｜來賓NT$3,970
活動流程：11:00 報到，於球場餐廳用餐＞12:00 開球
＞16:30 K歌時間（樂隊：小李飛刀二人
組）＞18:00 頒獎＞18:30 晚宴、歡唱
晚宴交通：將視登記狀況決定是否派車
※ 敬請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10/17

下週節目預告（10/19）

▲上週喜慶社友暨夫人們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0/1）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52

1

84.13%

請假缺席9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17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主講人：盧建彰 導演
講 題：在你裡面的比世界更大
學 歷：中山大學企管系
經 歷：奧美廣告文案、智威湯遜創意總監
現 職：導演
著 作：《世界不會變好，但你－可－以》
作 品：《下一個十年。金士傑篇》（破億瀏覽數，未
購買媒體）
主要獎項： 時報廣告金像獎影片類交通項金獎（Mazda 5
狗狗篇、Mercedes-Benz S-Cclass許願篇）
邀請人：Jake社友
※下週四北區社將組團訪問本社，敬請社友踴躍出席！

扶輪改善世界

R.I.社長文告
親愛的扶輪社友，
幾年前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博物館，我的女兒過去工作的
地方，展示了一具人工呼吸器。大多數與我同齡的人都應該
記得1950年代恐怖的小兒痲痺疫情，對於我們這些人而言，
那具人工呼吸器證明疫苗接種已使我們遠離那種恐怖有多
遠：遠到曾經是生死攸關的醫療設備實際上已成博物館收藏
品。
對於世界的錯綜複雜，小兒痲痺的故事情節屬於簡單
的一項：歷經多年的恐懼之後，疫苗發展出來，疾病被征服
了。但是對於世界的某些地方，故事卻是不同的。在許多國
家，疫苗無法取得，大規模疫苗接種太昂貴，或者根本無
法接觸到兒童。雖然世界其他地方都把小兒痲痺閒置於博物
館，但在這些國家，小兒痲痺繼續肆虐──直到扶輪社站出
來說，所有兒童，無論他們住哪裡或他們的環境為何，都應
該活在無小兒痲痺的威脅之下。
自從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啟動以來這幾十年，由於
扶輪、世界各國政府及「倡導全球根除小兒痲痺機構」的共
同努力，已使小兒痲痺病例的數字從估計每年350,000件，
降到目前2017年只有幾件。但是我們必須到達零病例，並

且保持這個紀錄，方能達成根除小兒痲痺。為了達成這個目
標，我們需要每個人的協助。
在10月24日，我們將紀念世界小兒痲痺日。這一天我們
將慶祝我們走了多遠，這一天也是我們所有人促進理解小兒
痲痺及募款來完成根除任務的機會。我請每個扶輪社以某種
方式參與世界小兒痲痺日的活動，而且我鼓勵您到endpolio.
org去參考別人的構想及參與您的活動。無論您主辦一場無聲
拍賣會、一場虛擬實境影片觀賞會、一個募款遊行、或參加
一個Purple Pinkie Day（根除小兒痲痺募款與提高認知日）
，貴社都能實現真正的改變。
今年，我們的世界小兒痲痺日直播活動將在西雅圖比
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總部舉行；您可以從太平洋時間下午
2:30起在endpolio.org觀看。如您們眾人所知，扶輪已承諾未
來三年每年勸募5,000萬美元。這個數額將按照2比1比例獲
得蓋茲基金會的配合款──把扶輪在世界小兒痲痺日及全年
所勸募到的錢增為三倍。讓我們都在世界小兒痲痺日做些改
變，並協助「終結小兒痲痺」。
Ian H.S. Riseley 萊斯禮
國際扶輪社長

第三十六屆提名委員會正式產生
根據本社章程細則「第3章 理事及職員之選舉」，提名委員會由當屆社長擔任主席，並邀請由當屆往前推算之前7位前
社長，及以抽籤方式決定優先順位之其餘各屆7位前社長，共計15位委員組成。P Michael已於2017年9月28日例會上以公開
抽籤方式決定其餘前社長抽籤順位，由優先順位1~7位前社長與P Michael及由本屆往前推7屆之前社長聯合組成本屆提名委員
會，前15位委員中如有因故無法擔任委員者，則由抽籤優先順位在後之前社長依序遞補。
1.
2.
3.
4.
5.
6.
7.

PP George
PP K.P.
PP Gene
PP Universal
PP Ocean
PP Porcelain
PP Oculist

8.
9.
10.
11.
12.
13.
14.

PP Dennis
PP Insurer
PP C.I.
PP Frank
PP David-T.
PP Cory
PP P.J.

15.
16.
17.
18.
19.
20.
21.

PP Gaint
PP James
PP Call
PP Spring
PP Shawn
PP Steve
PP K.C.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承上期
137,500

例會捐款報告（10/1）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 42,848
50%平均分攤 47,552
統一辦理
60,000
承上期
650,428
承上期
650,428
合 計
697,980
合 計
753,276
總 計：1,451,256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8,500

丁、獎助金捐款
承上期

本屆提名委員會將擇期集會，以辦理本社第三十八屆
（2019-20年度）社長提名人、第三十七屆（2018-19年度）
副社長、秘書長、財務長、糾察長暨六名理事之提名作業。
在開會三日前，社友得以書面自行推薦或經兩人以上社友連
署之書面推薦予提名委員會，作為提名參考。

48,700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猛虎昧對得猴群
意謂：團結力量大
2. 塺無塊比，佮意較慘死
意謂：欣賞的角度隨人而異
3. 無三不成禮
意謂：心誠意敬，禮多人不怪

3521地區《一人一樹》植樹護樹活動
國際扶輪為推動全球綠化，抑制人類因大量砍伐樹木，造成地球加劇暖化影響生態，特鼓勵全球所有扶輪社舉辦《 一人
一樹》植樹護樹活動。3521地區為響應RI社長Ian Riseley之號召，特別舉辦植樹活動，預計種植134顆台灣欒樹，請社友踴
躍參與，為地球環保盡份心力。
時間：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10:00~
地點：淡水滬尾砲台公園（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216巷）
流程：08:45-09:25 植樹活動接駁車發車（淡水捷運站二號
出口，坐滿即開）
09:50-10:10 報到、聯誼
10:10-10:25 介紹貴賓、總監致詞、貴賓致詞
10:25-10:30 揭牌儀式
10:30-10:40 總監植樹、貴賓植樹、大合照
10:40-11:20 全體社友植樹活動
11:30-13:00 簡餐、自由活動

13:00-13:30 植樹活動接駁車發車（砲台公園＞淡水
捷運站，坐滿即開）
13:30
賦歸、自由活動
※ 植樹活動結束，各社可自行前往附近景點，如：雲門舞集、
一滴水公園、滬尾砲台、紅毛城，皆為值得一遊名勝古蹟。
備註：本次活動備有交通接駁車及午餐輕食，欲參加之社
友、寶尊眷可自行開車前往或搭乘接駁車。
自行開車停車處：沙崙路與大庄路口附近未劃紅線路邊
※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出席社區服務活動還可順道補
出席！

2017 Taipei Rotary Institute台北扶輪研習會

第三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活動

時 間：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12月3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註冊費：社友NT$6,300｜社友配偶NT$4,100｜社友伉儷同
行NT$10,000
節目安排：
12/1 15:30-17:30 台北扶輪研習會開幕式
18:30-21:00 晚宴
12/2 09:00-12:00 第一全會
12:00-14:00 台北市長午宴
14:00-15:00 第二全會
15:00-16:00 分組討論
16:00-17:30 第三全會
18:00-21:00 國際文化之夜
12/3 09:00-12:00 第四全會
12:00-14:00 送別午宴
※ 歡迎有興趣的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表請洽秘
書處索取！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1）
※ 歡迎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陳品妍（Rafa）、陳家思（Delilah）、賴邑恩（Emilien）
、張迪倫（Dylan）
※ 歡迎本社社友寶眷：
Alfred社友夫人暨千金及公子、C.C.社友夫人、Chris社友
夫人暨千金、PP Cory夫人、PP Frank夫人、Hank社友
夫人暨千金、PP Henry夫人、PP Investor夫人、Jason
社友夫人、Jerry社友夫人暨公子、J.J.社友夫人暨二位公
子、Joe社友夫人暨二位公子、IPP John夫人、PP K.C.夫
人（台北新世紀社CP Dorothy）、Khan社友夫人、PP
Lease夫人、Neuro社友夫人、PP Ocean夫人、Paul社

時
地
主
說

間：2017年10月28日（星期六）10:00~13:00
點：基隆博愛仁愛之家（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54號）
題：『歡欣鼓舞，食在幸福』
明：本社區服務為發揚傳統敬老愛老之心，特選擇歷
史悠久、服務親切之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博愛仁
愛之家舉辦「106年度重陽敬老聯歡共餐及健康促
進活動」，以表達敬老尊賢之心。藉此活動喚起
民眾對樂齡者之愛心與關懷，祈使社會更溫馨與
祥和，並弘揚敬老精神，提昇樂齡者生活情趣，
增進樂齡者身心健康促進與延長樂齡者健康自理
能力。
行 程： 10:00~10:10 報到
10:10~10:30 長者進場
10:30~11:00 銀向青春鼓樂團、青春不老樂舞社
11:00~11:15 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11:15~11:30 捐贈儀式
11:30~12:00 餐敘
12:00~12:40 社區團體表演
13:00
期待再相會
※ 本活動由台北天欣社主辦，第三分區其餘各社協辦，歡
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還可順道補出席！

友夫人、Philip社友夫人、PP P.J.夫人、PP Porcelain夫
人、Sam社友夫人暨公子、PP Shawn夫人、PP Steve夫
人、PP Taipei George全家福、Terry社友夫人（新北千禧
社Rachel社友）暨公子、Tim社友夫人、TT社友夫人暨千
金、Vance社友夫人、Wool社友夫人
※ 歡迎天母扶青團：
團長Candy暨團員Bonjour、Dennis、Tina、Zoe、品川、
阿昌

2017中秋聯歡晚會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