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 / 陳柏良Brian 社長當選人 / 賴香光Hank 副社長 / 王國添Tim 秘書長 / 魏道佐TT 社刊主委 / 謝介倫J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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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事處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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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88次例會）

賀 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人壽董事長

主講人： 劉勝登 先生
講 題： 數位賦能－企業ESG永續與減碳
學 歷：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現 職： 精誠集團綠色科技事業發展 負責人
精誠資訊數位應用加值事業部 資深協理
泰鋒電腦數位整合事業部 資深協理
介紹人： Jake社友

功績卓著

領導超然

台北天母扶輪社
社長陳柏良Brian暨全體社友 敬賀

本週喜慶社友（10/6~10/12）
吳地泉（Tonsam社友）與陳季鳳女士結婚45週年
紀念日快樂
王冠敦（Terry社友）與陳柏蓁女士結婚11週年
紀念日快樂
蔡清標（Neuro社友）與趙真真女士結婚42週年
紀念日快樂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9/29）
10/10
10/10

施明毅（P Louis）－台北天和社社長
徐冠榮（Joe）－台北天和社秘書長
潘若漢（Rohan）－故宮獎助金受獎人

10/12

十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12:00開球
地 點：東華球場
費 用：NT$3,05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

下週節目預告（10/13）
上週喜慶社友Paul在大家的祝福聲中歡慶生日

上週出席報告（9/29）
社員總數
73

出席人數
31

補出席
9

出席率
76.92%

請假缺席21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1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主講人： 廖正成 先生
講 題： 查緝山老鼠盜伐案例分享－以北橫明池山區為例
學 歷： 中央警察大學57期刑事警察學系、刑事警察研究所
碩士
經 歷： 內政部模範公務、基隆市警察局、台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第八、九、四大隊長
現 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大隊長
邀請人： Sam社友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RI社長文告：把焦點鎖定小兒麻痺
今年8月，我很榮幸到巴基斯坦來凸顯扶輪的首要目標
──根除小兒麻痺。這也是個很棒的機會把焦點放在女性
衛生工作人員，她們在保護兒童不受這項可以疫苗預防之
疾病的荼毒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這個月，在我們慶祝「世界小兒麻痺日」之際，也同
時凸顯了我們持續30幾年領導第一個全球根除小兒麻痺運
動的努力，以及我們成功建立有能力完成這項重大目標的
夥伴關係。我們都知道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目標最弘遠的全
球衛生計畫之一，我們已經讓全球各地的小兒麻痺病例數
減少超過99.9%。
巴基斯坦是全世界兩個仍有野生型小兒麻痺病毒在流
行的國家之一（另一個是阿富汗）。我見證及參與了巴基
斯坦的疫苗接種活動，在我離開不久後，一項重大的全國
免疫活動就展開，對象是4,300萬名5歲以下的兒童。我看
到現場扶輪成員的傑出工作。巴基斯坦超過60%的疫苗工
作人員都是女性，她們在建立信賴感及說服母親讓子女服
用疫苗方面，表現卓越。
親眼目睹這一切，我明白扶輪世界各地都存在著根除
小兒麻痺的意志，我有信心我們有正確的策略。巴基斯坦
的媒體也非常支持我們的行動，這發揮很大的作用。這個

月，在柏林的世界衛生高峰會中會有一個新的全球承諾活
動，承諾挹注更多資源來資助這些時機迫切的根除行動。
現在，就需要我們盡一己之力來達成今年的募款目標5,000
萬美元，才能完整獲得蓋茲基金會所提供的2比1配合捐
款。
在小兒麻痺方面，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樂觀以對──
可是也有一些令人震驚的新事件讓風險再度提高。過去幾
個月，以色列、英國及最近在紐約市一帶，都爆發出新的
小兒麻痺疫情。這些報導令人心生畏懼，可是針對每個情
況，因應方式都很明確──疫苗有效，如果小兒麻痺疫情
擴散，我們必須確保高風險的人都有追加疫苗。
最重要的，我們必須現在就根除這個病毒。如果小兒
麻痺存在某個地方，它便會傳播到各處。我在巴基斯坦的
所見所聞讓我深信我們能夠且必須完成這項工作，可是只
有我們持續致力推動一項有效的策略並以所有必要的資源
來支持它，才能順利達標。
透過我們的投入、慷慨，及無比的決心，我們必將根
除小兒麻痺（#EndPolio）
珍妮佛•瓊斯Jennifer Jones
國際扶輪社長

第四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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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已於2022年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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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及由本屆往前推之7位
前社長（PP Bruce、PP Smart、PP Lio、PP Michael、
PP John、PP Taipei George、PP Henry）聯合組成本屆提
1.
2.
3.
4.
5.

PP Insurer
PP Dennis
PP P.J.
PP K.C.
PP Cory

6.
7.
8.
9.
10.

PP C.I.
PP Lease
PP Investor
PP S.R.
PP Sh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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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提名委員會將擇期集會，以辦理本社第四十三屆
（2024-25年度）社長提名人、第四十二屆（20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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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15.

PP Call
PP Spring
PP George
PP Frank
PP Steve

16.
17.
18.
19.
20.

PP Porcelain
PP K.P.
PP Gene
PP Universal
PP Oliver

例會捐款報告（9/29）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2,000
承上期
承上期
317,563
合 計
329,563
總 計：585,722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500
12,000
12,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256,159

10,000
51,000
61,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3,500
承上期
200,500
合 計
204,000
△ 祝賀Paul社友等本週喜慶社友暨夫人健康快樂！Baron、
Cory、Eason、Henry、IF、Investor、John、K.P.、
P.J.、Sam、Spring、S.R.、Taipei George、Tim
△ 歡迎Louis社長、Joe秘書長蒞社指導：Brian、Henry、
John、K.P.、Sam、Spring、Tim
△ 預祝「1919生鮮惜食處理中心」捐車儀式大成功！
Baron
△ 狂賀大導演Joe榮獲美國三好微電影創作競賽冠軍，
明日前往美國領獎順風：Brian
△ 買時間：Brian
△ 賀Ken社友自我介紹成功：Cory
△ 賀9月高球例賽得獎社友：Cory
△ 祝福全體社友身體健康：Eason
△ 恭喜Arch總桿、淨桿雙料冠軍：Eason
△ 不好意思，連任三次BB獎，希望下次換人：IF
△ 感謝Joe介紹罕見疾病協會實況！Investor
△ 恭賀Arch社友雙料冠軍：John
△ Taro社友，大家歡迎您：John
△ Joe酒照喝、歌照唱、煙照抽、獎照拿：John
△ 祝大家快樂：Ken
△ 歡迎Taro社友回娘家：K.P.
△ 祝賀Arch雙料冠軍、Cory亞軍、Patrick季軍、
Hank殿軍：K.P.
△ 1919食物銀行冷凍車捐贈儀式圓滿成功：Michael
△ Joe領獎圓滿成功：Michael
△ 恭賀Arch九月份高球例賽雙料冠軍：Taipei George

※ 高球捐款：
△ 祝今天開打36屆台灣名人賽TAIWAN MASTERS順利成
功，冠軍留在本地：Cory（NT$500）
※
△
△
△
△

獎助金捐款：
祝月底例會順利成功：John（NT$1,000）
新社友Ken自我介紹必定精彩：K.P.（NT$1,000）
感謝各位社友的生日祝福！Paul（NT$5,000）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幸福長久：Porcelain
（NT$1,000）
△ 純歡喜：Sam（NT$2,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賀Arch社友例賽雙料冠軍並賀本週喜慶社友幸福久久：
Hank（NT$500）
△ 昨日三商盃配對賽有幸與李玠柏、P.J.、Lio同組，獲益
良多；謝謝PP George的安排：Sam（NT$1,000）
△ 遲到早退，ﬁne一張：S.R.（NT$500）
△ 祝賀本週喜慶各位社友喜慶快樂！Steve（NT$500）
△ 在風和日麗之下，祝賀三商名人高爾夫球賽圓滿大成功
：Taipei George（NT$1,000）

3521地區22-23"STAR"快樂營
時 間：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起
地 點：地區總監辦公室＞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1號13F
場次主題：
項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1

10/08

14:00-17:00

認識扶輪及規章

2

11/19

14:00-17:00

扶輪基金捐款及使用

3

12/03

14:00-17:00

增加社友及防止社員流失

4

02/11

14:00-17:00

扶輪的服務

5

03/04

14:00-17:00

扶輪的聯誼

6

04/29

14:00-17:00

扶輪的倫理與禮儀

報名方式：請填寫Google表單 https://reurl.cc/aGX4zG
※ 歡迎社友踴躍參加，豐富扶輪知識之餘還可順道補出席！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上週例會活動翦影

九月份高球例賽頒獎

新社友Ken自我介紹非常精彩

Joe再度於國際電影節獲獎，
揚威海外

故宮獎助金第11個月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