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58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09.16 
主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楊艾琳  博士 
講題:台語藝術歌曲之美 
邀請:P.Ian 
歡迎社友夫人一起參加例會 

第 1959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09.23 

主講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 林嘉謨 醫師      
講題:養生從睡眠開始 
邀請:P.P.Mac 
 

第 1957次例會           日期：2014.09.09 
主講：奧斯卡眼科中心院長 張正忠醫師 
講題：守護靈魂之窗 
學歷：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眼科病理學-博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 
工作經驗 
      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附設醫院 眼科部   
      視網膜病理臨床研究員 
      美國芝加哥 Rush醫學中心眼科部臨床研究員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網膜專科 主任醫師 
      國防醫學院眼科學系 主任 
經歷：三軍總醫院 眼科部主任 
      陽明大學博士班研究所 兼任指導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長庚大學博士班研究所 兼任指導教授 
      國醫中心航太醫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中山醫科大學眼科學 兼任教授 
專業領域 
☉基礎眼科醫學、臨床眼醫學、眼科病理學 
☉白內障病理與最新老花眼手術治療 
☉近視、遠視、散光及老花眼雷射屈光手術治療 
☉複雜性眼科疾病（白內障合併視網膜病變）之  
  診治(微創性二合一手術：2006年榮獲全美眼科  
  醫學會眼科手術奧斯卡金像獎) 
☉新式眼科內視鏡臨床之應用及研究（白內障合 
  併青光眼、視網膜病變）(微創性內視鏡手術： 
  2006年榮獲歐洲眼科醫學會眼科手術影片首獎) 
☉新式前導波及虹膜定位近視雷射屈光手術之研 
  究 (工研院光電所合作計劃) 
☉空軍飛行人員鷹眼計劃相關研究 (中美軍事
交流合作計劃) 
☉視網膜玻璃體病理與疾病治療及研究（國醫

中心視覺功能整合實驗室） 
 
 
 
 

 

 

 

  
  

 

 

 

  

         

 

 

 

 

 

 

 

 

 

 

 

 

 

 

 

 

 

 

 

 

 
 

 認識陽明: 
 民國六十五年初台北北區扶輪社在前區總監 S.H.之要求與鼓勵下開始籌組陽明扶輪社，由該社社友 
 林錫鈞、陳天助、林宏、楊昌烈、吳運權、張和鈞等先生組成輔導委員會，並指派蔣一成及張錦文 
 二位先生擔任將來本社第一、二屆社長，敦請毛民初先生為本社『保姆』，並由前區總監 S.H. 聘任 
 其為籌組本社之特別代表。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台北統一大飯店中國廳由毛民初先生主 持本社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經 
 連續六次籌組會議，積極邀集本市北區各行 業精英計四十六位，於同年八月十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統一飯店香檳廳 正式舉行本社成立典禮暨第一次例行餐會，承總社理事會核准於九月二十三日授 
 證，並由『保姆』毛民初將本社申請加入國際扶輪社為正式會員。 

 

 

 

 

 

 

 

 
 

四大考驗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社    長：許英昌   第 40屆社當：陳政廷   副 社 長：林廷祥 
秘    書：張秋珍   社刊主委   ：潘耀祖   會    計：白錫潭     
辦 事 處：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77號 5F 
電    話：(02)2752-3410  2752-2764 FAX:(02)2781-3331 
例    會：每週二中午 12:00在福華飯店 B2百合廳舉行 
網    站：http://ymrc-rotary.org 

 ：Yangming Rotary 

RI社長九月文告~RIP Gary 

敬愛的扶輪社友們： 

身為國際扶輪社長的特權之一，就是有機會參訪扶輪世界的許多地方。通常我會去參加扶
輪的活動，到扶輪社、地區年會、研習會中發表演說，鼓勵從事服務的扶輪社員。可是身
為社長，我要為扶輪家庭所有的成員負責。這表示我也有權要支持扶輪最年輕世代的服
務：我們的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扶輪青少
年領袖獎參加者。 
當我看到扶輪社員的工作，總是會感動、振奮、深受啟發。當我看到我們新世代的工作，
也會有同樣的感覺──而且還經常感到驚喜。驚喜的不只是他們工作的品質──因為我早
知道可以期待他們的精彩表現──而是他們思考的創意與聰慧。我看著他們所做的，心裡
不只是想「做的真好！」還會想「構想真棒！」因為每個世代看世界的方式都不同，每個
人都有獨特的觀點。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法。這就是為何在扶輪，我
們的多樣性──不管是文化、語言、專業知識、性別、和年齡──就是我們的長處。 
在扶輪，我們試著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服務。我們企圖讓我們的服務創造的不同能長
長久久，可以在我們的參與結束後能持續發揮影響力。就我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年輕世代
也有相同的感覺，著重以創新的方式來處理環境議題，運用於全球。當我加入扶輪時，環
境議題很少出現在我們的腦海。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這些問題是當務之急。他們的觀點
對扶輪服務是寶貴的貢獻，我們全都應該鼓勵且大力支持。就像他們會向我們學習一樣，
我們也應該以他們為師。 
今天，參與服務加入扶輪青年服務團及扶輪少年服務團服務以及參加青少年交換與扶輪青
少年領袖獎的年輕人，都是未來的扶輪社員。當我們支持他們，就是在支持我們整個組織
的未來。我們正在幫忙培訓的這些青少年男女，他們是未來的扶輪社社長、地區總監、國
際扶輪理事、及國際扶輪社長。 

    第 39卷第 11期 

   第五分區聯合例會~勇伯淺說治安改善之道 

09月 09日 May尊眷生日 
09月 10日 Benson結婚紀念日 
 

RI3520地區辦公室公函 
主旨：續請 各社通信投票表決地區重劃第二階段提案。 
說明：一、依據 8月 26日地區發文，文號：AL-DRC-140826-03，地區重劃總投票數 
          125社， 114社贊成地區重劃。 

       二、地區重劃籌備會業已於 2014年 8月 28日下午 3時假晶華飯店召開，與會人 
           員包含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各分區代表。會議中達成地區重 
           劃為三個地區之決議，並建議重劃方案如下： 
          3521地區：北區系統(42社)，總人數 1815 
          3522地區：東區系統+西區系統(32社+17社＝49社)，總人數 2080 
          3523地區：南區系統(44社)，總人數 1765 

       三、新地區之區域劃分係以原 3520地區為範圍，在大台北區域(Metro Taipei)按 
          北、東、西、南系統作形式上之區域劃分： 
          3521地區：大台北地區之北投區、士林區、中山區、淡水區 
          3522地區：大台北地區之北投區、士林區、松山區、內湖區、信義區、汐止      
          3523地區：大台北地區之南港區、信義區 
      四、敬請貴社通信投票表決，以社為單位，每社僅一票。 

 

     六、隨函檢附通信投票注意事項含委任書(附件二)。 

 

 七、謹此函知，敬祈惠辦為盼。 

 

http://ymrc-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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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NICKNAME 歡     喜     留     言 金 額 

統一 
辦理 

300 X 44 ※歡喜第五分區聯合例會成功! 13,200 

 

 出席統計 
第 1956次例會 
實際出席：19 
請    假： 6  
出    國： 2 
補 出 席： 7 
免計出席：12 
總    計：46 
出席率：82.61 % 
八月份出席率 

86.41% 

紅箱捐款 
第 1956次例會 

 統辦: 13,200元 
  

 小計: 13,200元 

 合計:137,400元 

  合併特別捐款 

 合計:397,714元 

 目標:1,085,000元 

 達成率：36.66 % 
  
  

陽明九、十月重大服務活動紀要 
與土浦社進行姐妹社調印式(註:每五年輪流於台
灣、日本進行重新簽定姐妹社契約) 
日期:2014.09.18(四) 
地點:日本土浦 
-------------------------------------------
贊助「愛老人─中秋‧亮起來!」 老人 K歌大賽 
日期:2014.09.24(三)  地點:王朝酒店 2F國際廳 
贊助:台北陽明扶輪社(社區服務委員會) 
13:00~13:30遊戲攤位 
13:30~15:30老人 K歌大賽暨下午茶會  
15:30~16:00頒獎與合照 / 愛的擁抱及明年再見 
敬請社友及寶眷出席參與及義工支援 
------------------------------------------- 
主辦『依然在我心深處演唱會~尋找．最初的感動』 
時間:2014.09.26(五)19:30  
地點:誠品松菸表演廳(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主演:許英昌 (Ian社長)、郭宗銘 
司儀:錢文玲(Frances) 
敬請社友及寶眷踴躍支持參與 
------------------------------------------- 
承辦 2014年地區扶輪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2014年 10月 4日(星期六) 13:00~17:00 
地點:台北市議會- B1禮堂  
主辦:3520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P.P.Romeo 
承辦:陽明社 
敬請全體社友動員支援 
------------------------------------------- 
主辦第五分區聯合 Star研習會 
時間:2014.10.14(二) 12:00~14:00 
地點:福華 B2宴會廳三區 
主講:李博信前社長 
講題:台灣扶輪 80年的回顧 
邀請:P.P.John 
------------------------------------------- 

主辦『關懷身心障礙者慈善音樂會』募款 

時間:2014.10.16(四) 19:30 
地點:誠品松菸表演廳(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售票:每張 NT:1,000 
主演: 台灣身心障礙者音樂關懷協會  

司儀:錢文玲(Frances) 
敬請全體社友及寶眷踴躍支持參與 

 

 

 

 

 

 

 

 

 

 

 

 

 

 

 

 

 

    

 

 

 

 

               

 

  

 

 

 

 

 

 

 

 

 

 
 
 

 
 
 
 
 

 
 
 
 
 

 

 

 

   

 

 
 
 
 
 
 
 
 
 
 
 
 
 
 
 
  

 秘書處 
◎許多人認為秘書處只是 RI 在芝加哥依凡斯敦的 
  總部。事實上它 雇用 500多位人員負責使 RI有 
  效率地及順利地運轉。秘書處包含 8個扶輪服 
  務中心。其主要功能是協助扶輪社、地區及 RI 
  和扶輪 基金會管理職員。 
◎現任 RI 祕書長：John Hewko 
 扶輪的目標 
◎扶輪的目標是要鼓勵及促進高尚企業理想的服 
  務，因認識而產生 服務的機會，在職場及專業領 
  域提昇高道德標準；藉由自己職業 和社區生活 
  促進國際瞭解、善意及和平。 

台北陽明扶輪社高爾夫強化計畫 

主辦：陽明扶輪社體育委員會 

主旨：為即將到來的分區和地區高球 

      賽，規劃一系列訓練活動，以 

      協助參賽社員備戰並提升陽明 

      社實力。並藉由此活動激化社 

      內高球氣氛，聯誼社員感情。 

方式：九月初至十月底期間規劃下列 

      主題訓練活動： 

1.個人高爾夫揮桿分析與練習重點 

2.短桿救球與沙坑技術 

3.職業級果嶺判讀與推桿成功率 

4.認識專注力與抗壓性 

5.比賽的策略 

6.定期高爾夫體適能 

資訊：3520地區賽事 11月 3日-老淡水    

      第五分區賽事 11月 7日-東華 

費用：教練費+練習球資 50,000 

      (由 Steven贊助) 

短桿/推桿課程場地：東華球場) 

      (由 P.P.Romeo贊助) 

參加的社友 IOU 2,000；比賽個人得前

十名者加碼 IOU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