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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第41卷29期
2 0 2 3 年 2 月 2 日

二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 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1:00開球
地　點： 大屯球場
費　用： NT$2,710 all in
餐　敘： 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本週喜慶社友（2/2~2/8）

張元宵（Attorney社友）生日快樂 農1/15
陳麗妃（PP S.R.）夫人生日快樂 2/5
謝淑櫻（Noar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2/8
溫宏義（PP Henry）與劉惠玲女士結婚41週年 
　紀念日快樂  2/7

本週節目（第2004次例會）

主講人： 李亞儒 先生
講　題： 創投如何做新創投資？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
 美國密西根大大學財務工程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基因體學與生物資訊碩士

經　歷： 大族資本 投資經理
 創億資本 早期團隊成員
現　職： 集富台灣資本 助理董事
介紹人： Defender社友

 上兩週喜慶社友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19）

社員總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 出席率

73 22 7 64.44%

請假缺席19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8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拜 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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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14:10
地　　點： 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出　　席： 陳柏良  賴香光  王國添  魏道佐  張丁山  鄭藝懷  

林寶德  陳志瑤  王冠敦  陳益盛
請假缺席：彭民雄  楊文宗  曹敦堯
列　　席：陳敦弘  張榮輝  詹炳鎔
主　　席：陳柏良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本屆女賓夕晚會已於2022年12月18日（週日）圓
滿舉行，當日共有92位社友、寶眷暨來賓出席。

2. 今年度社長盃高球聯誼賽訂於2023年2月3日（週
五）假全國球場舉行，聯誼委員會同時舉辦苗栗二

日遊暨第三次爐邊會談活動。

3. 職業服務委員會訂於2023年2月10（週五）上午舉
辦今年度職業服務參觀活動，安排社友暨寶眷前往

台北港東立物流參訪。

元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4. 扶輪家庭委員會訂於2023年2月10日（週五）下午
假富士大飯店舉行珠寶鑑識講座，邀請社友暨寶眷

一同參與。

5. 因疫情延遲三年舉辦之PP Oliver盃高球聯誼賽訂於
2023年3月24日∼3月28日前往越南舉行。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四十一屆（2022.7.1~2022.12.31）財務報表，
提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2. 地區來函請各社提送2023年地區年會提案，提請討
論案。

決議：今年度不提案。

3. 第三次爐邊會談中心議題，提請討論案。
決議：議題訂為「如何落實委員會的組成和運行」。

4. 社友出國請假，提請通過案：Jalan 1/10~1/26    
John 1/17~1/31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無

社長文告：賦權女孩不僅僅是創造平等
最近，我到烏干達的納基維爾(Nakivale)難民安置區待

了一段時間。如同名稱中的「安置」一詞所示，住在那裡

的人可以自由移動，盡其所能融入──這是讓該地與眾不

同的一點。

我有機會和十餘個國家的男孩及女孩一起踢足球，並

與逃離衝突區域的女性交談。這裡交織著各種人類透過笑

聲與淚水所獲得的共通經驗。

當我與一名教師走過安置區的一處校園，她跟我分享

女孩教育的悲慘統計數字。大多數的女孩無法讀完小學。

許多人被出售進行童婚，以換取家人的食物。當我環顧這

些小女孩，難過不已。

我們致力於賦權女孩及女性，遠遠不僅要創造平等而

已──有時候，重點在健康及教育。有些時候重點在提供

安全。不管選擇哪一個，重要的一向都是基本人權。

我們可以做更多來賦權女孩及女性，我們可以增加分

享扶輪社員及夥伴達成這個目標之進展的方式。

要從我們的工作找到激勵人心的例子絕對不虞缺乏，

從提供給奈及利亞女性的無息小額貸款，到印度提供女孩

生理期衛生用品的計畫。在扶輪各焦點領域都有數百項計

畫在進行，發揮著有意義、且往往救人性命的影響力。

攜手同心，我們可以解決世界各地女孩每天所面臨

的需求及不平等。可是我們也必須監督這些計畫的影響，

增進對扶輪資源及主題領域專家的認識，包括扶輪行動團

體、扶輪基金會顧問團、扶輪和平中心獎學金受獎人等等。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宣傳我們對女性及女孩生命

發揮正面影響力的故事。我對最後一點尤其心有戚戚焉。

這意味著在社群媒體、透過地方新聞媒介、在本月刊，以

及任何我們能啟發他人的地方，都要大力分享我們的故事。

在各位這麼做的同時，記得提供資訊來協助我們扶輪

家庭與其他在各自區域及世界各地推行活動的人串連在一

起。讓我們分享我們的成果，向彼此學習──然後再向更

廣大的受眾宣傳我們的故事。

這些是扶輪的精彩時刻，世界正在關注。當我們努力

賦權女孩及女性，讓她們發揮潛能時，我們也開創新的道

路來促進社員成長及與夥伴合作，以創造正向、持恆的改

變。感謝各位在此重要工作的持續行動。

 珍妮佛‧瓊斯 JENNIFER JONES
 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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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快樂、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Baron、Cory、K.P.、P.J.、Porcelain、Taipei George

△ 祝福社友們兔年行大運，鴻兔大展！Baron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大快樂！祝大家新春愉快！Brian
△ 恭喜敬業楷模得獎人獲獎：Brian
△ 歡迎楷模代表蒞社：Cory
△ 祝癸卯兔年大家健康平安：Cory
△ 熱烈歡迎敬業楷模來社，感謝妳們無私付出，並祝社友
春節愉快、全家團圓：Hank

△ 謝謝大家對內人的祝福，也祝福社友們兔年行大運，步
步高升：Jake

△ 恭祝新年平安健康快樂！K.P.

△ 歡迎新北市百合協會楊均達創會理事長、梅羅詩理事長
及八位傑出敬業楷模蒞臨天母扶輪社，活動圓滿成功！ 
Jake

△ 祝賀PP P.J.雙料冠軍、亞軍PP Spring、季軍C.C.及得
獎社友：K.P.

△ 祝職業服務優良楷模表揚活動順利完成：K.P.
△ 祝福大家新春快樂！Oliver
△ 恭喜優良楷模表揚活動圓滿成功：P.J.
△ 預祝社友們新春愉快、事事如意、身體健康：P.J.
△ 表揚職業楷模成功：Porcelain
△ 新年各位社友健康幸福：Porcelain
△ 職業服務楷模，您們的精神令人尊敬：Sam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結婚紀念日快樂，
也謝謝社友對小弟的祝福：Sam

△ 祝各位兔年行大運，新年快樂、喜事連連：Steve
△ 祝賀傑出敬業楷模表揚活動圓滿成功：Taipei George

※ 高球捐款：
△ 隔了十年，蒙社友們承讓，再次拿了雙料，感恩：P.J. 
（NT$2,000）

※ 獎助金捐款：
△ 祝賀大家兔年行大運：Andy（NT$1,000）
△ 恭賀大家新年快樂！Bruce T（NT$1,000）
△ 祝賀Sam等社友暨寶眷喜慶happy：S.R.（NT$5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大家鴻兔更大展、闔家平安：S.R.（NT$500）
△ 恭賀大家玉兔年健康快樂：Taipei George（NT$1,000）
△ 歡迎好友Thomas蕭老師來社演講：TT（NT$1,000）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0,600 承上期 605,691
承上期 639,247
合　計 649,847

總　計：1,255,538

丙、高球捐款 丁、獎助金捐款

IOU 2,000 IOU 2,500
承上期 69,000 承上期 376,300
合　計 71,000 合　計 378,8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2,500
承上期 302,500
合　計 305,000

例會捐款報告（1/19）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19） 下週節目預告（2/9）

四大考驗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主講人： 謝文苑 先生
講　題：  詐騙層出不窮－從台版柬埔寨談詐騙集團犯罪手法
學　歷：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110期畢業
 中央警察大學60期畢業
經　歷： 中央警察大學開鎖教官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肅竊隊警正偵查員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刑事系外聘教官

 國家安全局、陸軍反情報總隊、空軍官校、 
 憲兵夜鷹突擊隊、內政部消防署開鎖教官

 外交部指派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警政署教導阿拉伯

 警察肅竊、攻堅開鎖課程教官

邀請人：Eason社友

楊均達 先生－新北市百合協會創會理事長
梅羅詩 女士－新北市百合協會理事長
※歡迎職業服務楷模蒞社：

周雪安 女士、黃莉莎利 女士、阮翠姮 女士、阮氏春 
女士、曾佩佩 女士、陳麗姮 女士、阮麗如 女士、
麗娜卡比多 女士



職業服務：敬業優良楷模表揚活動翦影
今年度職業服務楷模表揚活動已於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圓滿完成，此次受獎對象均為新住民，對於促進國際了

解、親善與和平也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