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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4年㈧㈪㈩㈧㈰第
1085次例會，歡迎3460㆞區

總㈼邱世文DENTAL公式訪問暨
歡迎新㈳友陳國輝E-STYLE宣誓
入㈳。

DENTAL總㈼公式訪問從㆘
午5點與㈳長㊙書座談展開，接著
與HEALTN㈳長團隊舉行㈳務行政
會議，然後在例會㆗總㈼向全體㈳
友發表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歡迎
DENTAL總㈼賢伉儷及團隊蒞臨
台㆗南門㈳進行公式訪問，感謝總
㈼給予指導與賜教。

HEALTH㈳長報告，在短短的㈳
務座談時間，發現我們的DENTAL總
㈼平易近㆟，親和力㈩足，我們南
門㈳也㆒定力挺今年的㆞區活動。

HEALTH㈳長報告，歡迎陳國
輝賢伉儷蒞㈳，今㆝將宣誓加入台
㆗南門㈳，也歡迎何
志修及蕭小姐參與；
感謝各位南門㈳㈳友
、夫㆟熱情參與總㈼
公訪，使盛會蓬蓽生
輝。今年RI主題為「
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區總㈼口號是
：歡樂心連心「15-16 

ONE ONE ONE 15-16 GO GO GO
」，希望我南門㈳全體㈳友及夫㆟
，遵行㆞區總㈼DENTAL的號召
，讓我們國際扶輪3460㆞區向世
界再邁進㆒大步，成為獻給世界
的禮物。

專題演講：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主講㆟：唐 正 ㊩師 (台㆗榮總植牙㆗心主治㊩師)



第1085次例會

㆖週民國104年㈧㈪㈩㈧㈰第
1085次例會，歡迎3460㆞

區總㈼邱世文DENTAL公式訪問
暨歡迎新㈳友陳國輝E-STYLE宣
誓入㈳。

台㆗市1-6分區JAMES助理
總㈼介紹總㈼的㈳會經歷及背景
，DENTAL總㈼是台北㊩㈻畢業
，扶輪歷練非常的豐富，也是豐
原扶輪㈳出任的第㆕位總㈼，㆔
個㊛兒目前都在紐西蘭，家庭非
常圓滿，相信今年在DENTAL總

㈼帶領之㆘，3460㆞區會㈲個難
忘的㆒年。

DENTAL總㈼說，剛抵達會
場時，受到HEALTH㈳長花環熱
情歡迎之㆘，感覺好像去夏威夷
㆘飛機㆒樣。剛剛參與㈳務行政
會議，非常無懈可擊，當然在CP 
CONCEPT的領導之㆘，制度與
各方面的傳承值得各友㈳㈻習。
藉由此次的總㈼公訪，跟大家報
告㆒㆘2015-16年度㆞區要執行的
重點工作。

今年RI年度口號是「Be A 
Gift To The World成為獻給世
界的禮物」，㆞區年度口號「
15-16 ONE ONE ONE 15-16 GO 
GO GO」。RI文告裡說道：「我
們在地球上的人生不但有限，而且

通常都比我們想像的短暫」，俗語

說，人，握著拳頭出生，但展開手

心離世，所有的才能是上蒼的賜予

。我們在世時隨意掌握一切，但在

離世時則必須拋棄所有。只要我們

有意成為世界的禮物，我們能透過

扶輪活動將有實益且能永續的遺產

留傳後代。

邱世文 總㈼

▲㈳友與DENTAL總㈼團隊合照

▲㈳友夫㆟與DENTAL總㈼團隊合照

歡迎3460㆞區總㈼ 邱世文 DENTAL 公式訪問

暨 歡迎新㈳友 陳國輝 E-STYLE 宣誓入㈳

▲總㈼頒贈保羅哈里斯會員獎

▲總㈼頒贈保羅哈里斯之友捐獻獎



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㆒、㈳員成為真正的扶輪㆟
㆓、扶輪㆟發揮我才，改善世界
    是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扶輪舊觀念是進來㈻習出去
服務，隨著時㈹的轉變，扶輪新
觀念是1.集結菁英(聯誼)2.交流觀
點(多元)3.採取行動(運用領導能
力、正直和專業來解決㈳會問題)

再來說到第㆒㊠國際扶輪R.I
㈥大焦點領域服務㊠目：
．和平預防／解決衝突
．預防及治療疾病
．㈬及衛生
．母親及兒童保健
．基本教育及識字

．經濟及㈳區發展
2015-16年度㆞區長期
目標
1.延續扶輪感動〜㈳務
行政服務

2.延續扶輪之子〜㈳區
服務

3.延續台灣肝病根除計畫〜㈳區
  服務及國際服務

全省㈦個㆞區將於2015.12.12
舉辦台灣扶輪㈰
‧舉辦肝炎防治及肝炎，肝癌篩
檢，根除台灣的國病……肝炎

‧藉由慢跑、馬拉松、騎乘㉂行
車、穿著防治肝疾的扶輪背心
做全民宣導。

‧在公車、計程車廂外做宣導廣
告。

‧在全省各明顯重要路口做廣告
招牌，讓民眾知道扶輪㈳到底
是什麼樣的公益團體，為這個
國家及㆞球做了些什麼，提昇
扶輪㈳的形象。

㆔、2015-16年度㆞區目標：
㈳務行政服務方面：
1.鼓勵各分區助理總㈼各㈳㈳長
當選㆟㊙書參加「扶輪領導㈻
院RLI」，增設RLI委員會。

2.鼓勵各㈳加入台灣扶輪總會能
達100%。

3.訂閱扶輪刊物100%。
4.各㈳RCC100％：每㈳均於12
㈪底前㆖R.I網站登錄年度職員
、㈳員異動。R.I半年報告每年
直接登錄，帳單㆖的繳交㈳員
費是無法再修訂。

5.各㈳R.I㈳長獎100％：各㈳必
需是EREY 100％才可申請。

6.期望每㈳達到㆔個100％：
  a.RCC 100％ b.EREY 100％
c.R.I㈳長獎 100％

㈳員發展方面：  
‧2015.06.30㈳員㆟數已達5600
㆟期望㈲10%的成長扣除無法
避免的㈳員流失在2016.06.30
可㈲6000位㈳員

‧在年度內將新成立㈤個新㈳，
即期望㈲5%的成長率，㆞區㈳
數可望由目前的104㈳達到109
㈳。

扶輪基㈮方面：
1.每分區㉃少㆒㈴巨額捐獻。
2.鼓勵每㈳㉃少10％之㈳員捐獻
保羅哈里斯基㈮。

▲總㈼夫㆟座談會

▲總㈼致贈全體㈳友領帶及年度徽章、
總㈼夫㆟致贈全體㈳友夫㆟絲巾、㈳長
伉儷致贈總㈼伉儷鮮花

▲總㈼頒贈扶輪之子捐贈獎狀

▲總㈼頒發擔任㆞區職務聘書

▲總㈼頒發㆗華扶輪教育基㈮捐獻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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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EREY 100％：每㈳每
㆟年度捐款平均達USD＄100
元，且需每位㈳友都捐款㉃
少USD＄5元，沒㈲㆖限。

4.捐獻㆗華扶輪教育基㈮100％。
國際服務方面：

1.緬甸國際義診，2.G.S.E將
與澳洲D9670㆞區交流，3.R.F.E
扶輪友誼交換與澳洲D9830㆞區
交流。

2021年世界年會將在臺北舉
行，為籌募年會基㈮由2015-16
年度開始每位㈳友每㆟每年繳交
新台幣1000元連續㈤年此㊠提案
已於2015.03.14㈳長當選㆟訓練
會(PETS)㆗通過。

最後，DENTAL總㈼希望每
個㈳員參加扶輪㈳能樂於扶輪．
樂在扶輪，㈲幸福感的快樂；㈲
感動的快樂；㈲充實感的快樂。

頒發扶輪基㈮捐獻獎
1.保羅哈里斯會員(R.I.)：
　CONCEPT、DISK 
2.保羅哈里斯之友(R.I.)：
　ARCHI、PETER、PRINTING
　STAR、KINGNET、DECO 
3.㆗華扶輪教育基㈮：
　COPPER、PATRICK、DANIEL
　DAVID、KAEPA、KING
　BIOTEK、MODEL、TONY
　CASA 
4.扶輪之子：
　ONSEN、KING、CONCEPT
　PHARMA、CHEMICLA、ART
　KNEADER、ORTHO、KAEPA
　HOME、GARY、TANG
  ARCHI、CONCORD、C.P.A

頒發擔任㆞區職務聘書
㆞區諮詢委員會委員CONCEPT

、㆞區年會副㊙書長DISK、㆞區
㈳員發展委員會主委HOME、節
目㆟才庫委員會主委CONCEPT
、節 目 ㆟ 才 庫 委 員 會 副 主 委
POSTER、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
委COPPER、青少年領袖營RYLA
委員王叔榮LAWYER、扶少團委
員會委員LAWYER、扶少團委員
會委員ARCHI、㆞區扶輪愛跑馬
拉松委員會副主委POSTER。

點滴

新㈳友E-STYLE宣誓入㈳
POLYLON IPP介紹㊝秀的

新㈳友陳國輝說道，從㈳友做
親家的很多，先做親家之後再做
㈳友的少見……接著由南門大法
官會議主席LAWYER宣讀南門
大法官會議決議，㆒致決議核准
E-STYLE加入台㆗南門㈳。

林耀清㊙書報告
㊙書RICH報告，㆘星期㆓(8

㈪25㈰)例會邀請唐正㊩師演講「
牙周對植牙的影響」，唐正是榮
總植雅㆗心主治㊩師，專長是植
牙及牙周整體治療。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TER糾察報告總㈼團隊

歡喜捐款：
1.㆞區總㈼DENTAL.......2000元

2.㆞區㊙書長CHAIR.......1000元
3.㆞區助理總㈼EYES......1000元
4.㆞區助理總㈼CLAUDIO.1000元
5.㆞區副㊙書長PHARMA...1000元
6.1-6分區助理總㈼JAMES..1000元
7.1-6分區副㊙書長PATENT....500元
8.㆞區親睦副主委TOYOHALA..500元
9.㆞區年會主委X-RAY.....500元
10.㆞區國際㊩療義診主委BRAIN....500元
11.扶輪愛跑㆞區馬拉松主委AQUA.500元
12.扶輪愛跑㆞區馬拉松副主委SURGEON..500元
13.扶輪之子委員ART..........500元

14.扶輪之子委員JOHHNY......500元

▲POLYLON介紹親家-陳國輝新㈳友 ▲大法官LAWYER宣讀南門大法官會議決議

▲由總㈼㈼誓，新㈳友陳國輝宣誓完成入㈳儀式後與總㈼伉儷、㈳長伉儷、
　㊙書伉儷、POLYLON伉儷、㊛兒及㊛婿合影

▲HEALTH㈳長致贈POLYLON IPP、
　DOCTOR介紹新㈳友獎品

 9㈪份慶生會暨RYE派遣㈻生歸國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