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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808次例會）

下週節目預告（8/2）

月底例會

主講人：成 亮 先生
講 題：全民造福時間銀行
學 歷：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醫院管理人力資源開發學分班結業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學分班結業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 歷：埔里基督教醫院行政副院長
康寧醫院行政副院長
中華民國教會醫療院所協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理、監事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常務監事
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監事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學會顧問
埔里、門諾、台東、屏東、恆春基督教醫院董事、
常務董事
屏東、大仁、美和、嘉藥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現 職：伊甸基金會董事長
恆春基督教醫院顧問
老五老基金會常務董事
中華溝通分析協會理事長
台北逸天扶輪社2017-18社長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
中華家庭暨社區展望協會常務理事
屏東縣衛生局部落健康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衛福部國健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委員
邀請人：PP Investor
※ 下週例會地點仍在晶華酒店1F晶華會，敬請各位社
友留意此項變更！

上週出席報告（7/19）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77

33

4

71.15%

請假缺席17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5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七月份高球例賽排行榜
總桿冠軍：Vance
淨桿冠軍：Vance
淨桿亞軍：Frank
淨桿季軍：Sam
淨桿殿軍：Cory
Lucky 7：Insurer
B.B.：H.T.

跳獎第5名：Noar
跳獎第10名：Peter
跳獎第15名：Lio
N/P：John、C.C.
2nd N/P：Lio、Smart
3rd N/P：K.P. X2

八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2017年8月8日（星期三）13:30開球
地 點：長庚球場
費 用：NT$3,100 all in（20人以上）
餐 敘：球場餐廳
輪 值：Spring / H.T.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

第三分區聯合總監公式訪問記要
起展望的世界裡，人們結合力
量，採取行動，在自身、社區
及全球各地創造持續的改變，
不要安於現狀，而是要不斷進
步！此外，RI也鼓勵各社舉辦
扶輪日的活動，主要是對外說
明扶輪有關的故事，時間、規
模、形式不拘，希望活動能要
求當地媒體報導，大家也可以
將照片、影片Tag於社群媒體，
全球扶輪日的成果將統一在
2019年德國漢堡年會時展示。
地區今年會舉行的重點活
動有：反毒健走、EndPolio
單車環島、一人一樹、反毒
微電影比賽、作詞作曲比
Lio社長及今天共同主席大家好！各位PP、各位社友、
各位美女，大家好！還有歡迎遠道來訪的日本社友。今年
的RI社長是巴哈馬人，他是醫院保健體系的會長及顧問，
也是國際扶輪的訓練領導人，鉅額基金捐獻人，最高榮譽
是RI的超我服務獎；天母社的PP C.I.也是超我服務獎的得
獎人之一，這個獎項一年只頒給50位最傑出的扶輪社員，
可以說是非常難得。大家看到的這張相片就是我在一月份
時到IA總監訓練會受訓時與RI社長的合影。
今年的主題是「Be The Inspiration成為勵志的領導者」
，接下來我要請大家看一段RI社長演講的影片，裡面對年
度主題有相關說明。影片中提到的四個字非常重要，分別
是「LOVE」－愛心、關心、同理心；「ENTHUSIASM」
－對扶輪社的熱誠；「AUDACITY」－膽識，勇於挑戰目
標；「PROOF」－證明，以身作則。講到熱誠，我們第
三分區就有那種熱誠，今天在介紹來賓時看到大家都很大
聲、很熱誠地歡呼，我參加了很多次的公式訪問，發現現
在有很多社都忘了這項優良傳統，但是我們第三分區還留
著這個好習慣。
今年度領帶設計其實也很有意思，剛開始的淺藍色就像
大海的顏色，再來的藍色就象徵了藍天白雲，接下來的深
藍色就像寶石一樣珍貴，而銀白色就跟宇宙一樣無限、無
邊，最後加上了紅色，讓整個領帶的氣氛就變得不一樣，
我們扶輪社都比較被動，加上這個顏色，扶輪社就有進步
的動力。
今年的重點會放在下面幾個方面：1) 勵志：RI說我們
需要勵志，因為社員很久都沒有熱情，社與地區都需要被
激勵；2) 強化社：重視扶青團以及社的彈性；3) 根除小兒
痲痺：這部份仍要努力，因為截至這個月，全球仍有12個
罹患小兒痲痺的案例；4) 永續又實在的服務：例如全球獎
助金計畫需要調查並切實符合社區需求；5) 環保：我們要
化被動為主動，檢視世界的環境問題。6) 簡樸；7) 反毒：
毒品濫用仍是個嚴重的問題，現在很多的社區服務也都跟
反毒有關。
我們希望做到「Leading with Vision以願景領導」，一

賽，以及輪網比賽。
2018-19扶輪有幾個優先目標：優先一、支持及強化
扶輪社－續留現有社員，增加現有的社員人數，新設扶輪
社，增加女性社員、不滿40歲的年青社員以及網羅OB的扶
青團團員。優先二、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增加以現金及
地區指定用途基金（DDF）捐獻End Polio Now的捐款，增
加由DDF資助，在本地及國外實施的地區獎助金和全球獎
助金計畫，鼓勵扶少團和扶青團與當地的扶輪社及社區合
作，參與包括環保的服務計畫，增加對年度基金的捐獻，
並繼續捐獻永久基金，以達成該基金2025年20億2,500萬
美元的目標。優先三、提昇公共形象與認識－宣傳扶輪及
扶輪社員在根除小兒痲痺活動中的角色，建立公眾對扶輪
的認識，並推廣「採取行動的人」公共形象活動，使用
扶輪展示窗（Rotary Showcase）及扶輪好點子（Rotary
Ideas）來增進社友對扶輪社的服務計畫活動的認識，並
撰寫社的故事。扶輪月刊、總監月報、各社社刊、地區網
站、跨地區金輪獎及各種媒體都是非常好的宣傳平台。以
下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3521地區扶輪發展的現況：
社員成長現況與目標Membership：截至2018年2月1
日止，一共有47個社，社員總數為1,771人。我們今年希望
整體成長10%（180人）以上，達到1,980人，目標是超過
2,000人；各社社員淨成長希望從10%增加到15%；成立新
社10個；成立衛星社10個。
扶輪基金捐獻現狀與目標 TRF Contribution：2015-16
年度的總捐獻金額為$423,471.00；2016-17總捐獻金額為
$407,671.14；2017-18年度截止2018年6月29日的統計，
總捐獻金額為$525,321.69。而2018-19年度的捐獻目標則
是美金50萬元：年度基金（Annual Fund）35萬美元、捐
贈基金（Endowment Fund）10萬美元、其他基金（Other
Fund）5萬美元。
至於3521地區2018-19可以使用的DDF總金額為
USD126,735.5，一共劃分成兩個部份：
地區獎助金（District Grant）：49.5%（USD 62,735）
－每分區USD3,000，九個分區共USD27,000

－青少年服務USD8,000，使用在扶青團、扶少團和
RYLA
－其他USD10,000，用於支應國內外相關扶輪活動
－預備金USD17,735
全球獎助金（Global Grant）：50.5%（USD64,000）
－擔任地主國主要捐贈夥伴，預計5個案件，每案捐贈
DDF最高USD$8000
－擔任國際主要捐贈夥伴，預定4個案件，每案捐贈
DDF最高USD$4000
－擔任國際捐贈夥伴，每案最高USD$2000
青少年服務現況與目標Youth Service：現有扶青團
（Rotaract Club）20個，今年希望增加5個；現有扶少團
（Interact Club）11個，希望能增加4個。另外，在扶輪青
少年交換計畫方面，今年度Inbound接待的學生由20人增加

至22人；Outbound派遣的學生由21人變為22人。
社區服務團 Rotary Community Corps的數目也希望從
原本的4個增加到7個。
我們18-19年度的重點指標為以下三項：
1. 社友個人：家庭第一，事業第二，扶輪第三
2. 各社：每人每年植一棵樹，每學期幫助一位學生，
每月買一張表演票進場欣賞藝文演出每週少吃一
餐，轉送有需要的人，每日三餐跟家人說謝謝，活
動時不用瓶裝水
3. 地區：1) 自行車環島（End Polio）；2) 跑步/健走（
反毒）；3) 作詞作曲比賽、音樂會、出版品；4) 反
毒微電影競賽；5) 輪椅網球賽、扶輪家庭日
最後，請助理總監帶領大家一起喊我們的年度口號：
「3521就是第一，1819更要努力」，謝謝大家！

台灣俗語話欣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醉茫茫
2. 白蔥蔥

3. 金鑠鑠
4. 紅記記

▲本社今年共有八位PP應聘擔任地區職務

例會捐款報告（7/19）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7/19）
王光明（DG Decal）－3521地區總監
黃旻齡 女士－DG Decal夫人，眷屬聯誼會會長
羅明鋒（DS Loren）－3521地區秘書長
林芬蕙 女士－PP John夫人
李尚憲（PP Win）－3521地區年會主委
劉淑真 女士－3521地區眷屬聯誼會主委
林淑芬 女士－3521地區眷屬聯誼會副主委
歐平 先生－台北天和社P Cathy來賓
王昭文 小姐－台北天和社P Cathy來賓
乾 良三Inui Ryozo－日本大阪梅田社社友
林志昇（PP Yoneyama）－台北南區社社友
周和勝（Tall）－台北南區社社友
方愛秋 女士－P Lio夫人
林麗蓮 女士－IPP Michael夫人
劉姍珊 女士－PE Smart夫人
劉菁菁 女士－VP Bruce夫人
朱婉婷 女士－Hank社友夫人
李莉 女士－台北明德社P CH Paul夫人
吳小琳 女士－台北明德社PP Richard夫人
陳玲玲 女士－台北明德社PP Philip夫人
粘佑臣（P K）－天母扶青團團長
張佳蓉（Nico）－天母扶青團秘書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統一辦理
38,500
承上期
120,970
合 計
159,470
總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乙、拍賣收入
承上期

50,015

計：209,485

2,000

丁、獎助金捐款
承上期

10,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承上期
104,500

台北天母扶青團第635次例會
主
時
地

題：新任團長理事就職典禮
間：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14:00
點：三商大樓•阿波羅廳＞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
段145號20樓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扶青團各項活動！

第三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公式訪問活動剪影

▲AGJohn特別作東邀請社友寶眷
出席聯合例會活動

▲梅田姊妹社Inui社友恰巧訪台出
席聯合例會
Dear PP Mr. K.P.
Thank you for sending us delicious mangos last week.
I appreciate for that.
Japan is terribly hot. How is Taiwan?
I wish you would have great summer,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next year.
Thanks.
Sincerely yours,
大阪梅田ロ－タリ－クラブ 会長 神寶敏夫
2018年7月吉日
致：台北天母扶輪社PP K.P.先生
首先對來訪日本表示感謝。相信回台後大家一切都
好吧。非常感謝寄來這麼多芒果。今天的例會，大阪梅
田扶輪社的全體社員對PP K.P.先生寄來的意外的禮物感
到無比驚喜，立刻分給了大家。

大阪的梅雨季節剛過，正進入炎熱夏天，我想台灣
可能會更熱，請多多保重身體。
我們期待著明年的相聚，謝謝。
大阪梅田扶輪社社長 神寶敏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