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62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10.14 

第五分區聯合 Star研習會 

主講:李博信前社長 

講題:台灣扶輪 80年的回顧 

邀請:P.P.John 

第 1964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10.28 

主講:吳金石  老師 

講題:海岸之美 

邀請:P.P.Mac 

 

第 1961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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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10.21 

主講:i share family 林棋凡 博士 

講題:絕望中的樂觀 

邀請:網扶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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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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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IAN社長依然在我心深處演唱會成功 

各位好:  
看看這群無助的小孩，在陳蔚綺老師無私奉獻下他們辛苦 
地打開生命中另外一扇窗，請幫助我們持續支持這群折翼 
的天使,他們的故事，感動你了嗎? 
 
陽明扶輪社將於十月十六日,七點三十，松菸誠品舉辦一場 
慈善音樂會，邀請台大合唱團、木樓合唱團、美麗人聲合唱 
團及扶輪社 3520第五分區合唱團演出。募款所得全數捐給 
『台灣身心障礙者音樂關懷協會』，歡迎各位出席以支持. 
票務請洽陽明社秘書長張秋珍 0933-070-080 
 
影片參考:  
http://youtu.be/jlj_ulZk1FY 
                              社長 許英昌   謹啟 

10月 07日 P.P.Agent生日 
10月 10日 Attorney Alice生日 
          Grace   生日 
          Ethan   結婚紀念日 
          P.P.T.K.夫人生日 
          Steven結婚紀念日 
10月 12日 P.P.Eric夫人生日 

RI社長 黃其光 RIP Gary十月文告 
敬愛的扶輪社友們： 
1914 年 10 月，喬納斯‧沙克誕生─他是發明第一個能有效預防小兒痲痹的疫苗因而改
變了世界歷史的人。這種疫苗在 1950 年代在美國引進時，意見調查顯示小兒痲痹是美國
兩大最害怕的情事之一，僅次於原子戰爭。這有充分理由：1952 年的美國小兒痲痹疫情，
有 58,000 個病例通報，3,145 人死亡，21,269 人終生永久殘障痲痹。全球每一年有多
達 50 萬人染上小兒痲痹症而癱瘓痲痹或死亡。 
沙克疫苗問世之後不久，艾伯特‧沙賓開發了口服疫苗，能迅速、安全、及便宜地為數目
龐大的兒童接種疫苗。1985 年，扶輪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誕生，有一個簡單的目標：
為所有 5 歲以下兒童接種疫苗，來對付這種讓人跛足的疾病。由於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
計畫的初步成功，1988 年世界衛生大會的 166 個會員國一致訂下全球根除小兒痲痹的目
標。 
當時，這個想法雄心萬丈令人瞠目結舌，許多人認為不可能。今天，我們比以往更接近這
目標，每年只有幾百個小兒痲痹病例通報，而且只剩三個國家還有小兒痲痹疫情。如果我
們能繼續保持讓我們達到目前成果的那種衝勁，我們可望按步就班在 2018 年達成完全根
除小兒痲痹。 
這個月，我們將在 10 月 24 日慶祝世界小兒痲痹日以及沙克博士生日 100週年紀念。 
我懇請你們所有的人都要竭盡所能光耀扶輪，把聚光燈照亮我們為了根除小兒痲痹所做的
種種努力。請你們致電政府官員，告訴他們根除小兒痲痹對你們非常重要。請到 
endpolionow.org 網站取得關於扶輪所做工作的激勵人心故事，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
故事。 
當我們根除小兒痲痹─我們必將達成─我們將會把世界帶進一個更好的未來，也會把扶輪
帶進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將證明我們自己，作為一個 
組織，有能力完成偉大的事。而且我們將送給我們的孩子及孫子一件永久的禮物：一個無
小兒痲痹的世界。 

 

09.30謝謝陳郁秀董事長的『品牌台灣』 

http://ymrc-rotary.org/
http://lm.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youtu.be%2Fjlj_ulZk1FY&h=TAQHafia6&enc=AZMyxXzPktPrnmbWjUtT6TzVzciNTw6I_mE-rytWH7BdoWgYmlLea3uLB6tTE1I2dCk&s=1


                                                                  2014.09.30 

 姓  名 NICKNAME 歡     喜     留     言 金 額 

許英昌 P Ian 

※陳郁秀董事長蒞社演講。 
※謝謝大家支持"華山愛老人~中秋亮起來"及"依然 
  在我心深處音樂會 "。 
※拍賣。 

1,000 
1,500 

張秋珍 Jane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2014.09.24關懷老人活動。 600 

潘耀祖 Jerry 
※兩次未參加例會，今天來參加非常高興又跟大家 
  見面了。 

500 

黃群凱 Kai ※感謝 P.P.Romeo點名。 200 

方杰承  K&R 

※歡迎陳郁秀董事長蒞社演講，精采可期， 
※感謝社友的熱情支持參與楊名扶青團大象營，謝謝 
  Ian社長、Lawyer、Kai、Chain、Alice、Grace、 
  Jane、Broker的出席與 IOU。  

1,000 

鄭文哲 P.P.Mac 
※歡迎陳郁秀董事長蒞社演講。 
※回國代金。 

1,000 

張歐誠 P.P.Romeo 
※歡迎社友踴躍參加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祝主講人陳郁秀董事長來社演講成功。 
※扶輪知識。 

2,000 

陳添桂 P.P.T.K. ※歡迎主講人陳郁秀女士蒞社演講。 1,000 

 

 出席統計 
第 1960次例會 
實際出席：28 
請    假： 4   
出    國： 3 
補 出 席： 4 
免計出席： 7 
總    計：46 
出席率：84.78 % 

紅箱捐款 
第 1960次例會 
一般: 6,300元 
拍賣: 2,500元 
小計: 8,800元 
合計:203,100元 
合併特別捐款 
合計:459,414元 
目標:1,085,000元 
達成率：4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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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參與接待 
------------------------------------------ 
陽明高球隊十月例賽 
日期:2014.10.16(四) 
地點:美麗華球場 
集合:06:00  發球: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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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對象:台灣身心障礙者音樂關懷協會  
敬請社友及寶眷踴躍支持募款 
------------------------------------------ 
社友夫人聯誼餐會 
時間:2014.10.22(三) 12:00 
地點:惣菜日本料理 
地址:八德路二段 366巷 49號 
電話:02-2740-1088 
召集:淑娟 /碧桂 /湘君 /金蘭 
------------------------------------------ 
組團參加香港新界姐妹社授證 45週年慶典活動 
103.10.30(四)  CI527 TPE SZX（桃園/深圳） 
               15:15 起飛 17:10 抵達  
103.10.31(五)  A.上午東莞打球或職業參觀 
B.CI-641(0910/1055)班機 (台北/香港)  
A+B.下午香港會合 晚上參加 Welcome party 
103.11.01(六)    
上午理工大學參加新界社活動/下午看冰雕 
晚上參加授證 45週年紀念餐舞會 
103.11.02(日)    
歡送午宴/下午搭 CI-916(1725/1855)班機回台  
------------------------------------------ 
 2015年地區年會『愛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2014.11.03  
     上午場 05：10報到，06：00集合照相  
     下午場10：10報到，10：50集合照相  
地點:台灣高爾夫球場(老淡水球場)  
用餐:和璞飯店一樓御禧廳/樂群三路 123號 
時間:18：00入場、18：30開始(憑券入場) 
------------------------------------------ 
第五分區助理總監盃慈善高爾夫球賽 
日期：2014.11.7（五）  
比賽地點：東華高爾夫球場 
報到：AM10:00-11：00（大廳報到處）  
團體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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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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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15 扶輪知識 (15) 扶輪思索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用來提醒我們大家，扶輪這個服務社團是什麼樣的組織？ 

國際扶輪(RI)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且最有名的服務社團組織，在 200 個國家及區域大約有
34,000多個扶輪社。國際扶輪的社員構成一個全球性的事業及專業領導人的網絡，他們志
願奉獻出時間及才華來服務社區及全世界。扶輪的座右銘為「超我服務」，揭示了這個組織
120多萬社員之間強烈的聯誼精神、有意義的社區服務及國際服務，是全球扶輪的特徵。 
扶輪具有豐厚但有時也很複雜的傳統及組織架構，有許多計劃及慣例，使得每位社員以身
為扶輪社員為榮。於此略述扶輪的組織如下： 
 
扶輪社員是扶輪社的社員，而扶輪社乃為國際扶輪(RI)這個全球組織的會員。每個扶輪社
選舉自己的職員，並在扶輪章程及細則的架構下，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全世界的扶輪社
分成 537 個扶輪地區，每一地區由一位地區總監領導，他是國際扶輪的職員。地區的行政
管理組織包含助理總監及各種委員會，負責指導及支援地區各社。有效的扶輪社應努力維
持或增加社員人數、區、透過捐獻及參與計劃來支持扶輪基金會、並培養扶輪領導人，使
其有能力在扶輪社階層以上服務扶輪。 
 
國際扶輪理事會有理事 19 名，包括國際扶輪社長及社長當選人，每季開會以制定各項政
策。傳統上，每年經選舉產生的國際扶輪社長都會擬定年度主題及工作重點。 
 
雖然國際扶輪社長是扶輪組織的執行長，實際負責管理的職員是國際扶輪秘書長，他負責
領導位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郊區伊文斯敦的扶輪世界總部，以及設在阿根廷、澳大利
亞、巴西、印度、日本、韓國、及瑞士的 7 個國際辦事處的大約 600名辦事員。英國的英
愛國際扶輪辦事處負責服務該地域的扶輪社及扶輪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