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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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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23次例會）

本週喜慶社友（1/7~1/13）

主講人：郭建偉 先生
講 題： 天天革命，開創百年名店新頁
學 歷： 美國芝加哥Depaul大學行銷學士
日本東京一橋大學企業戰略碩士
經 歷：桃園觀光工廠促進發展協會 第一屆理事長、
榮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 第五屆理事長、
榮譽理事長
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九屆常務理事
創意生活產業協盟 第七屆會長
現 職： 郭元益食品企業第五代，集團副總經理
介紹人：IF社友

1/8
1/9
1/10

許曉東（Tony社友）生日快樂
蔡婉娟（Tiger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蔡佳純（Jerr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陳皇榮（Tiger社友）與蔡婉娟女士結婚26週年
紀念日快樂
江長霖（PP Frank）與楊麗卿女士結婚37週年
紀念日快樂

1/8
1/12

社區服務活動
樂山教養院有藝無礙專業療育支持計畫
時 間：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09:30~11:30
地 點：樂山教養院＞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三段187號
※ 本活動為今年度第三分區聯合服務，參加社友請自行前
往，歡迎各位社友踴躍參與！

上週出席報告（12/31）
社員總數
78

出席人數
30

補出席
3

出席率
66.00%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8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上週喜慶社友IPP Smart獨享大家的生日祝福

元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上週捐款報告（12/31）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8,500
承上期
承上期
675,841
合 計
684,341
總 計：1,175,411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丁、獎助金捐款
51,500
IOU
承上期
合 計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6,000
承上期
372,000
合 計
378,000

491,070

時
地
費
※

間：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12:00開球
點：美麗華球場
用：NT$3,350 all in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月例賽！

下週節目預告（1/14）

5,000
226,000

主講人：大灣 文子 小姐
講 題：最親近的沖繩－你可能不知道的小故事
學 歷：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國際關係碩士
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
經 歷： 宜蘭縣駐沖繩辦事處代表
現 職： 株式會社エンメンツ代表
台灣琉球協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副秘書長
邀請人：PP S.R.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2020-21年度上半年大事記
2020.7.1
新年度開始，社員數75人

2020.9.8
社區服務：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參訪暨捐贈儀式

2020.7.2
第1897次例會，第三十九屆社長暨理事職員就職典禮

2020.9.9
九月份高球例賽假長庚球場舉行

2020.7.8
七月份高球例賽假老淡水球場舉行

2020.9.10
第1907次例會，葉家豪 先生（石碇螢火蟲書屋負責人）
主講〝青年回到家鄉的挑戰需要的不只是勇氣，還需要實
踐的能力〞－邀請人：PP S.R.；九月份理事會暨理事主
委季末餐敘假彭園林森店舉行

2020.7.9
第1898次例會，林世嘉 女士（台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主講〝未來醫療－全球再生醫療發展趨勢及台
灣現況〞－邀請人：PP S.R.；七月份理事會
2020.7.16
第1899次例會，周智民 先生（風傳媒專欄作家）主講〝
從千利休談日本美學的起源〞－邀請人：PP S.R.

2020.9.17
第1908次例會，盧郁仁 醫師（天欣社Alex社友，林口長
庚神經外科主治醫師）主講〝高爾夫造成的背部脊椎運動
傷害〞－邀請人：Bruce T社友

2020.7.23
第1900次例會，蘇蔡彩秋（天和社PP Judy）主講〝生命
建造品格教育〞－邀請人：PP James

2020.9.26
第1909次例會暨中秋聯歡晚會假凱達飯店3F宴會二廳
舉行

2020.7.28
第1901次例會－第三分區聯合例會暨RI3521地區總監DG
Good News公式訪問

2020.10.1
中秋節休會一次

2020.8.6
第1902次例會，李明峻 博士（台灣相撲協會理事長）主
講〝國際相撲運動與台灣〞－邀請人：PP S.R.

2020.10.8
第1910次例會，駱安玲 小姐（台北市雙連視障關懷基金
會執行長）主講〝幫盲視障獨居老人〞－邀請人：TT社
友；社長抽籤選出提名委員會組成順位

2020.8.12
八月份高球例賽假龍潭球場舉行

2020.10.14
十月份高球例賽假桃園球場舉行

2020.8.13
第1903次例會，李仰慈 教授（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
護系助理教授）主講〝青銀共伴〞－邀請人：PP S.R.；
八月份理事會

2020.10.15
第1911次例會，陳泳丞 先生（工商時報科技新聞中心
主任）主講〝網路媒體趨勢下的曼德拉效應〞－邀請
人：Patrick社友；十月份理事會

2020.8.20
第1904次例會，王德生 醫師（全人健康診所院長）主講
〝整合預防醫學新契機〞－邀請人：Bruce T社友

2020.10.16
社區服務：公益電影《自助旅行》配合社子島坤天亭文化
季開幕放映

2020.8.27
第1905次例會，月底例會：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

2020.10.18
社區服務：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2020親子公益路跑暨捐
贈儀式

2020.9.1
第七屆天明萊德盃高球聯誼賽假龍潭球場舉行，天母社
勝出
2020.9.3
第1906次例會，徐瑋克 先生（K2 Management台灣
分公司負責人）主講〝再生能源。契機。台灣〞－邀請
人：PP K.P.
2020.9.5
第一次爐邊會談假太春小館海鮮餐廳舉行，中心議題：『
社務活動如何創新』

2020.10.21
第1912次例會－與北區、中山、圓山、長安聯合例會：
杜永光 教授（新生代基金會董事長）主講〝腦中風的
預防與治療〞－邀請人：圓山社；臨時理事會：通過
Defender社友入社案
2020.10.23
第三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球聯誼賽假龍潭球場舉行
2020.10.24
美哉•福爾摩莎：贊助《第24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頒獎
典禮暨宋澤萊文學學術研討會》假真理大學舉行

R ot a ry O p en s Opportunitie s 扶輪打開機會

2020.10.28
環保：新竹大坪實小圖書捐贈活動
2020.10.29
第1913次例會，月底例會：William社友職業專業分享〝
美國大選及台－美－中關係〞
2020.11.5
第1914次例會，陳仲宇 先生（SPEY品牌推廣大使）主
講〝威士忌知識與投資分享〞－邀請人：Patrick社友；
新社友Defender授證入社，社員數76人
2020.11.11
十一月份高球例賽假大溪球場舉行
2020.11.12
第1915次例會，蔡維民 教授（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
管理學系主任）主講〝從馬偕精神看靈性管理哲學〞－邀
請人：PP Universal；十一月份理事會
2020.11.13~14
聯誼暨高爾夫：Bruce社長盃高球賽暨花蓮二日遊；第二
次爐邊會談假太魯閣晶英酒店中山堂舉行，中心議題：『
如何讓新社友快速融入天母社』
2020.11.19
第1916次例會，獎助金：2020-21年度本國大學生上學期
獎助金頒獎；臨時理事會：通過Eason社友入社案
2020.11.20
第103次STAR訓練會議假天閣飯店劍潭館舉行，由PP
Henry主講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Bruce、Cory、IF、
K.P.、John、Kevin、Oliver、Philip
△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過年後春暖花開，請大家多投稿
IOU單：Arch
△ 告別2020，祝2021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Bruce
△ 新年快樂！Cory
△ 祝各位社友新年快樂：IF
△ Eason新社友的自我介紹該說的都說的很好！不該說的也
保密到家！天母又多了一位優秀的社友，明日之星可以期
待：K.P.
△ 感謝美哉•福爾摩沙主委Jake對潮州國小行腳台灣圓夢計
畫的善心、愛心投入：K.P.
△ 送別2020，喜迎2021，祝各位社友闔家安康、幸福美
滿、事業興隆：John
△ 恭賀新年快樂：Oliver
△ 2021年新年快樂！Patrick

2020.11.26
第1917次例會，月底例會：2020-21年度外籍來台留學生
上學期獎助金頒獎
2020.12.3
第1918次例會，年會：通過本社章程細則部份內容修改
暨投票選第四十屆職員暨理事；新社友Eason授證入社，
社員人數77人
2020.12.9
十二月份高球例賽因雨取消
2020.12.10
第1919次例會，邱麗秋（地區惜食推廣主委PP Cherry）
主講〝惜食〞－邀請人：Patrick社友；十二月份理事會
暨理事主委季末餐敘假菊川舉行：通過Jalan社友入社案
2020.12.17
第四十屆理事會第一次預備會假兄弟飯店13F宴會廳舉行
2020.12.19
第1920次例會，Ladies’Night假台北萬豪酒店3F博覽廳
舉行；新社友Jalan授證入社，社員人數78人
2020.12.24
第1921次例會，陳美蘭（地區長照推廣主委CP Kelly）主
講〝台灣長照現況與健康引導〞、陳佑安 博士（元培大
學健康休閒管理系助理教授，瑞昇社Rex社友）主講〝平
衡痠痛〞－邀請人：PP James
2020.12.31
第1922次例會，月底例會：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

△ 祝福各位社友新的一年事事大順大發！Philip
△ 純歡喜：Porcelain
△ 新年快樂，大家明年見！Smart
※ 獎助金捐款：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及社友夫人生日快樂！Bruce
T（NT$1,000）、Ocean（NT$1,000）
△ 祝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1,000）
△ 感謝PP George饋贈可貴的葵花寶典：John（NT$1,000）
△ 恭賀IPP Smart等社友及社友夫人生日快樂、幸福美滿
：Lio（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賀PP Universal、IPP Smart、Tony社友及Terry社友夫
人、PP Steve夫人生日快樂！Casting（NT$1,000）
△ 值此歲末，恭祝全體社友健康幸福！George（NT$3,000）
△ 熱烈預祝明年1月份出席輪值委員Noar強棒出擊，再創出
席高峰！Kevin（NT$2,000）

2020 Ladies’Night晚會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