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61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10.07 

社務討論(Close Meeting) 
1.慈善音樂會活動推廣 
2.社務討論 

 

第 1960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09.30 

主講: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陳郁秀 董事長    

講題:品牌台灣 

邀請:P.Ian 

 

第 1959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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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畢業 1987-1994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1983-1986 

嘉義大業國民中學 1970-1983 

經歷 

新光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1994-1997 

台北榮總胸腔部總醫師 1997-1998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總醫師 1998-1999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臨床研究員 1999-2000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2000-2002 

美國史丹福大學睡眠中心 2002-2003 

新光醫院呼吸加護病房主任 2004至今 

新光醫院睡眠中心主任 2004至今 

現職 

新光醫院睡眠中心主任 

新光醫院呼吸加護病房主任 

北區健保局審核委員 

臺灣睡眠醫學會理事 

輔仁大學內科臨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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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2014-15 年度第五分區助理總監盃慈善高爾夫球賽 

比賽章程及規則   

一、主辦單位：台北百齡扶輪社  
二、協辦單位：台北市陽明、華岡、福齡、華友、華朋、九合扶輪社  
三、承辦單位：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四、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7日（星期五）  
    報到時間：AM10:00-11：00（大廳報到處）  
    團體照相時間：AM11:10 (球場瀑布前)  
    出發時間：AM11:20(由出發站廣場前往各洞)  
    開球儀式：AM11:20 (第一洞及第十洞 TEE台助理總監，副助理總監及各社社長開球)  
    正式開球：AM11:30 (『鳴汽笛』多洞同時開球)  

    備註：(1)為求比賽進行更臻完善，請參賽者務必在 AM11：00前親至報到處報到  
             完畢，超過 11：00後（以東華球場時鐘為準），未超過該組發球前抵達  
             該洞發球台的參賽者以新新貝利亞式結算後之淨桿及總桿加罰各 2桿。  
          (2)已遲到的參賽者如到達球場後該組擊球者已按時開球，參賽者可中途加入 
             繼續打球，但不予以計算成績 (賽務規則以東華高爾夫球場為主)  
五、比賽地點：東華高爾夫球場 (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東華路 99號 )  
六、費 用：(1)擊球費$2,856元 (含果嶺費、桿弟費、球車、保險、基金及稅金)  
           (2)報名費:1.第五分區全體社友及寶眷 1000元，可領取參加獎及參與摸彩 
                       ；完成報到者退回報名費 1000元，末報到者移作晚會摸彩用。 
                     2.第五分區網路扶輪社社友及寶眷 1000元，可領取參加獎及參 

                       與摸彩；完成報到退回報名費 500元，末報到者移作晚會摸彩 
                       用。  
                     3.非第五分區社友及寶眷的來賓 (含來賓、各社球隊隊友)1000 
                       元，不可領取參加獎；不可參與摸彩；完成報到退回報名費 1000 
                       元，末報到者移作晚會摸彩用。  
            (3)遊覽車車資：每位 200元 (來回)  
               集合點：上午 9:30 (集合地點待社秘會確定後另通知)  
              *提倡『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安排遊覽車定點接送(集合另通知)  
               為確實掌握乘車人數，搭遊覽車者請於報名時繳交車費 (報名截止日後 

               取消搭車者將不退費)。  
七、參加資格：（1）第五分區全體社友及寶眷  
                   *社友可計團體及個人成績/ *配偶僅可計個人成績  
                   *社友寶眷具有職業或教練身份者不計成績  
 (2) 第五分區網路扶輪社社友及寶眷 … 可計個人成績；但不計團體成績  
 (3) 非第五分區社友及寶眷的來賓 (含各社球隊隊友)… 不計團體及個人成績  
 

    第 39卷第 13期 

   謝謝楊艾琳博士帶大家欣賞台語藝術歌曲之美 

09月 26日 Jimmy結婚紀念日 
09月 29日 Jerry生日 
                           
 

http://ymrc-rotary.org/


                                                                  2014.09.16 

 姓  名 NICKNAME 歡     喜     留     言 金 額 

彭秀霞 Attorney Alice 

※感謝 9/12諸位社友及寶眷參加 Martin的歡送餐 

  會。 

※恭喜 PP Romeo等到難得的敲鐘機會。 

2,000 

陳巧蓉 Grace 

※恭喜 K&R公子榮獲 3520地區舉辦之歸國學習心得 

  發表競賽第二名。 

※歡迎楊艾琳博士。 

1,000 

方杰承 K&R 

※感謝社友給我的恭賀~因小犬在地區交換計畫心得 

  分享比賽中獲得第二名殊榮，可謂「歹竹出好筍」  

※誠摯邀請各位社友蒞臨 9/28扶青團主辦首屆「團 

  員研習會」~大象營。 

※歡喜今天例會的美聲氛圍，歡迎楊艾琳博社蒞社分 

  享。 

2,000 

余連福 Lance 

※我一來，跑到社長夫人面前說:妳是主講人的朋友 

  喔，歡迎歡迎!我這個 426超白目的。 

※今天好有幸福的感覺，坐在我旁邊是介紹我入社的 

  老同學 C.P.A.，對面是老社又兼老雀友 Ereny，懷 

  舊之情油然而生。 

2,000 

張歐誠 P.P.Romeo 

※歡迎主講人楊博士蒞社演講~台語藝術歌曲之美成 

  功! 

※歡迎寶眷蒞社指導。 

※恭喜大家參與陽明社破記錄見證！ 

※代社長"第五順位" 

※買時間! 

3,000 

林文雄 P.P.Stainless ※陽明社歌比美世界名曲!開心 5,000 

張若虎 Erney 
※陽明社的老朋友想念你們! 

※陽明社的新血輪大家好! 
3,000 

統一  

辦理 
44x300 ※聽台語美聲一定要統辦。 13,200 

 
 出席統計 
第 1958次例會 
實際出席：27 
請    假： 5  
出    國： 2 
補 出 席： 5 
免計出席： 7 
總    計：46 
出席率：84.78 % 

紅箱捐款 
第 1958次例會 
一般: 18,000元 
統辦: 13,200元 
小計: 31,200元 
合計:180,800元 
合併特別捐款 
合計:441,114元 
目標:1,085,000元 
達成率：4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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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陽明網扶實體例會 
日期:2014.09.24(三) 地點:福華 4樓 406會議室 
時間:19:00~21:00 (19:30開始算遲到) 
主講:簡文燦 Michael 
講題:如何做一位快樂的酒家男、酒家女 
------------------------------------------- 
陽明高爾夫例賽 
日期:2014.09.25(四) 
地點:東方球場 
集合:12:00  發球:12:30 
感謝 P.P.John提供球證供大家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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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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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待泰北優秀青年訪問團 
日期:2014.10.09(四) 
地點:春申食府    時間:18:30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參與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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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至少捐款 NT:1,000 
主演: 台灣身心障礙者音樂關懷協會  
司儀:錢文玲(Frances) 
敬請社友及寶眷踴躍支持募款 
------------------------------------------- 
組團參加香港新界姐妹社授證 45週年慶典活動 
日期:2014.10.30~11.02 
東莞旅遊由 P.P.Berin安排招待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每週扶輪知識-第 12篇：100 % 出席 

100 % 出席 

有規律的出席扶輪社例會是一個堅強及有活力扶輪社必要條件，強調出席要回顧 1922 年

RI 宣佈全球性的出席比賽，它激勵社員年復一年保持 100 %出席。成千上萬的社員在他們

所屬的扶輪社或到他社補出席以保持 100 % 出席為榮。 

雖扶輪社施行細則規定保持 60 % 出席率就可以，但習慣演變成 100 % 出席為理想的標準。

扶輪強調規律出席，因每一社員代表其特定的職業及專業領域。因此，如缺席表示剝奪扶

輪社的價值及個人之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