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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772次例會）
主講人：楊弘敦 先生
講 題：翻轉的年代－科技與教育觀點
學 歷：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
經 歷：科技部部長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
行政院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科會自然處處長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現 職：國家研究院董事長
榮 譽：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
國立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等
介紹人：Allen社友

本週喜慶社友（11/2~11/8）
11/2
11/4
11/6
11/6
11/4
11/7
11/8

褚繼堯（Jake社友）生日快樂
黃三榮（PP S.R.）生日快樂
陳嘉瀛（PP Gaint）生日快樂
龔雙雄（Jeffrey社友）生日快樂
蘇珮甄（Doctor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楊永明（Jeffre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王麗凌（Khan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侯舒文（Philip社友）與張瑛芬女士結婚
17週年紀念日快樂

11/8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26）
※ 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陳品妍（Rafa）、陳家思（Delilah）、江璐希（Lucie）
、張迪倫（Dylan）
▲上週喜慶PP Lease獨享眾人的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0/26）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37

8

77.59%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2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社友動態
Allen社友通訊地址自11月起變更如下（手機、e-mail
不變）：80747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219號

扶輪改善世界

3521地區2017-18年度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派遣甄選公告
說 明：
1.

本活動係針對年齡層自18到30歲的申請者，提供歷史
文化參訪、職業參訪、職業實習或人道關懷服務。

2.

自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收件時間為：2017年12
月8日（星期五），敬請各社踴躍推薦報名申請，相關
表格及辦法公布於地區網站：www.ri3521.org。（或洽
秘書處索取）

3.

參加甄選者須檢附甄選辦法內所規定之文件資料，並於
收件截止日前將中文報名表、英文申請書、匯款單/
ATM轉帳單（請註明派遣地區/派遣社名/申請者姓名）
、身份證及護照電子檔，E-mail至新世代服務交換委員
會完成報名程序，資料不全或逾期者不予受理，E-mail :
ngse.taiwan@gmail.com。

4.

申請甄選者，經審查後條件完備者必須參加面談甄試，
家長或監護人須共同出席面談甄試，否則以喪失報名
資格論，且不予退費，並請各派遣社PE或PE指派代表
出席。

5.

合格備取標準以面談甄試成績高低為排序，合格備取
後，均須再經由本委員會與國外接待地區徵詢交換意
見，經國外地區同意後，方為正式錄取，合格備取名
單，預定於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以E-mail方式通
知或在3521地區網站上公告之。

6.

隨函檢附『國際扶輪3521地區2017-18年度新世代服務
交換委員會交換派遣學生甄選辦法』。

7.

如有相關詢問，請洽3521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
NGSE主委 吳美雲PP Fanny（Tel：0936-079-149
，E-mail：smiletjd@gmail.com）。

世界根除小兒痲痺日快閃活動剪影
3521、3522、3523地區特別於2017年10月24日（上週二）世界根除小兒痲痺日當天假台北火車站大廳舉行宣導根除
小兒痲痺快閃活動，本社由財務長Baron代表社長出席。

下週節目預告（11/9）
主講人：黃偉俐 醫師
講 題：淺談睡眠障礙
學 歷：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美國俄亥俄大學心理學碩士
美國俄亥俄大學心理學博士候選人
經 歷：台大醫院精神部總住院醫師
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重度憂鬱症協會教育推廣委員
輔仁大學醫學系臨床老師
新店耕莘醫院主任醫師
著 作：《失眠勿擾－用對方法，找對醫師》
現 職：黃偉俐身心科院長
邀請人：PP Frank

天母扶青團第623次例會

例會捐款報告（10/26）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5,500
承上期
承上期
789,776
合 計
805,276
總 計：1,503,256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500
16,000
16,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697,980

2,500
87,000
89,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3,500
承上期
150,800
合 計
154,300
△ 恭喜本週喜慶PP Lease及Jerry、Philip社友生日快樂，壽比
南山！Brian、Call、Lio、Ocean、Oculist、P.J.、Porcelain
、Smart、Spring、Taipei George、Tony Tsai
△ 回國禮物代金：Michael（一年四次）、Smart
△ 祝賀Jerry、Philip、PP Lease老中青社友生日快樂：K.P.
△ 預祝PP Lease盃高球賽順利、圓滿、成功：K.P.
△ 歡迎RYE Inbound學生蒞臨社內報告在台就學學習心得
分享：Michael
△ 感謝PP Oliver女兒出閣邀請社友參加，婚禮圓滿溫馨，
賓主盡歡：Michael
△ 祝月底例會順利完成：Oculist
△ 歡迎Inbound學生蒞社：Spring
△ 屬於Michael社長的日子過的特別快，今天例會過後
就過了1/3。往後的日子依然會過的很快，繼續加油：
Tonsam
※高球捐款：
△ 純歡喜：K.C.（NT$500）
※獎助金捐款：
△ 11月1日PP盃恭候各位光臨；小小生日，謝謝祝福：
Lease（NT$2,000）
△ 恭賀Jerry、Philip、PP Lease生日快樂、平安健康；預
祝PP Lease盃圓滿成功：Tim（NT$500）
△ 祝賀PP Lease、Jerry、Philip生日快樂！Steve（NT$5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Michael社長舉辦的社長盃Golf聯誼賽與苗栗泰安之旅，
辦得有聲有色，很成功！！Casting（NT$1,000）
△ 祝賀喜慶社友健康快樂：Gene（NT$500）
△ PP Lease、Jerry & Philip生日快樂！George（NT$1,000）
△ 敬賀月底例會圓滿成功：Taipei George（NT$500）

主 題：《亮點例會－1111滾吧！光棍》
時 間：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18:00~22:00
地 點：La Vida Loca瘋狂人生＞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
段456號
備 註：聯誼party（飲料、調酒暢飲，義大利麵、燉飯吃
到飽）
※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還可順道補出席！

美哉‧福爾摩沙：台灣母語〔講古會〕
時 間：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14:00~17:00
地 點：MR. BROWN伯朗咖啡•中山三店5F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6號（大同公司旁）
主 題：『生活日日詩』台語詩演
主 講：李勤岸 教授（師大台文系）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一同踴躍出席，共享台語的美妙之處！

十一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地
費
餐
※

間：2017年11月21日（星期二）11:51開球
點：東華球場
用：NT$2,956 all in
敘：球場餐廳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

第三分區暨AG Quentin盃高球聯誼賽
時 間：2017年11月24日（星期五）12:00
地 點：大溪球場
費 用：NT$3,500 all in
餐敘暨頒獎：球場餐廳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2017-18年度 Lady's Night
時 間：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18:00
地 點：台北美福大飯店•2F至美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55號（捷運文湖線〔劍
南路站〕2號出口步行約5∼10分鐘）
費 用：社友分攤金NT$2,200｜寶眷餐費NT$1,200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捏，驚死；放，驚飛
意謂：做事舉棋不定
2. 橫柴夯入灶
意謂：做事一意孤行
3. 請鬼提藥單
意謂：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2017-18年度第二次爐邊會談活動
活動日期：2017年12月2日（星期六）
輪值主人：Andy、Audio、Bruce、Chris、Dennis、Doctor
、Gaint、Gene、Jason Lin、Jerry、Jimmy、
J.J.、K.C.、K.P.、Leon、Michael、Michael Lin
、Oculist、Peter、P.J.、Spring、Steve、T.A.
、Taipei George、Tiger、TT
中心議題：『如何做個快樂的扶輪人』

*自然風情位於鯉魚潭水庫附
近，擁有媲美南投清境，一
望無際的大草皮。用餐餐廳
正是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
你》的拍攝景點，戶外還有
許多別出心裁的設計都非常
適合拍照打卡。

行程安排：
08:00~08:20 於捷運〔忠孝新生站〕3號出口集合，搭乘遊
覽車
08:20~10:20 出發前往苗栗卓蘭（中途於休息站停留一
次）
10:20~10:50 於〔鯉魚潭水庫觀景台〕飽覽大壩風光，散
步欣賞湖光景色

14:30~15:30 繼續於〔自然風情〕進行Tea Time下午茶暨
自由活動時間，或可參加DIY窯烤pizza
16:00~16:30 走訪〔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苗栗縣頭屋
鄉明德村明德路226號｜037-256-588

*鯉魚潭水庫位於三義鄉
鯉魚潭村，因此得名，
是苗栗縣最大的水庫，
於1992年竣工。鯉魚潭
水庫具有四項功能，包
括灌溉、防洪、發電與
觀光，主要供給台中市
與苗栗地區的民生、農
業與工業用水。鯉魚潭
水庫風景秀麗，加上附近也有許多風景區，因此成為苗栗境
內的著名觀光景點之一。
11:00~11:50

*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是〔ARWIN雅聞集團〕開設的觀光景
點，除了保留當地原生的七里香之外，山林中更遍植了數
百種上萬株的玫瑰花。漫步在園區裡，可以感受清新的綠
意及玫瑰花香，是一處適合全家同遊的好地方。還可在此
購買手工香皂當作伴手禮！

進行農村體驗活動，在整潔的果園中享受親
子一同採摘水果的樂趣＞〔秀妹果園〕苗栗
縣卓蘭鎮11鄰125-8號｜0919-723-258

12:00~14:30 於〔自然風情風箏餐廳〕享用午餐並進行爐
邊會談＞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西坪134之7號
｜04-2589-6666

16:30~18:30 賦歸
※本活動完全免費，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