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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進 社友(67.09.28)Tea
徐簡素月 女士(結婚四十㇐週年紀念日)

時間：108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80 號 2 樓)

當天流程如下：
11:30 報到、聯誼
12:00 鳴鐘宣佈聯合例會開始
12:01 唱扶輪歌
12:03 介紹貴賓及各社來賓
12:07 唱歡迎主講人
12:09 祝賀生日快樂及結婚紀念
12:13 主辦社社⾧代表致詞
12:15 主辦社社⾧代表致詞
12:17 地區總監致詞 總

時間：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下午 4：00 註冊 4：30 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3 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伉儷、
Service 祕書伉儷

12:20 介紹主講人
12:21 專題演講：
主講人：友華生技醫藥 林華明 董事
(3522 地區 PDG Venture)
講題: 扶輪服務帶來感動
12:55 頒贈主講人酬謝金及社旗
12:58 請下屆主辦社上台邀約
13:10 鳴鐘閉會
13:11 餐敘

※原訂 10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之例會提前與之合
併舉行。

時間：10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
上午 10：30 報到 11：00 攝影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P.P.Diamond、P.P.Miller、
P.P.Terry、P.P.Gas、Food、Green、Jamie、
Nick、Post、Construction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點亮台灣尾的燈塔

善醫院硬體和病房設施，讓醫院病房煥然㇐新，也
開始規劃㇐棟新的醫療大樓。

我剛到任時醫院只有 10 多位年⾧醫師，平均
年齡 66 歲。三年來我們積極招募醫師和爭取【醫
中計畫】
，總共增加了 18 位醫師，平均年齡降到 40
1956 年，正當落山風造訪恆春的季節㇐群來
自芬蘭的宣教士跨洋過海來到了台灣，設立了恆春
基督教醫院(美國仔醫院)。

幾歲。2018 年初屏東縣衛生局指定恆基為恆春半
島的婦幼專責醫院，同年四月恆基重啟夜間急診，
恢復 12 年沒有的 24 小時急診，民眾也恢復對恆
基的信心，門急診人數迅速增加，醫療業務的健保
申報費用甚至超出總額。今年我們更引進彰基資訊
系統，讓醫院的醫療與管理更上㇐層樓，現在已經
可以用網路掛號。
恆基每年寒暑假都有各醫學院校的學生來服
務學習，在年輕學子心中埋下未來到偏鄉醫療服務
的種子。我們十月要開始興建新的醫療大樓，預計

恆春基督教醫院位在恆春半島，是守護台灣尾
的燈塔。她不僅是㇐間醫院，也是社會福利機構，
在恆春半島照顧弱勢族群，像是送餐給㇐百多位獨
居老人、居家護理、安寧療護、⾧照服務，還有 16
處課輔班照顧 450 多位孩童。

兩年後大樓落成啟用。我們相信未來上帝仍會與恆
基同行，祂的恩典夠我們用，我們只管仰望信靠，
喜樂向前。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林後 12:9)

2016 年六月上帝帶領我接任恆基院⾧，我面

雖然我們不曉得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但我們曉得

臨的第㇐個挑戰是七月的醫院評鑑，全院同仁在㇐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

個多月的時間裡努力準備，終於順利通過。同年九

意被召的人。(羅 8:28)

月又來了莫蘭蒂颱風，吹毀醫院三分之㇐的院區，

2019

讓我們看見醫院硬體的缺失，我們認真處理逐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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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扶輪的目的在於造就扶輪社員的人格(做人)。
(2) 扶輪社員是扶輪的核心、扶輪的靈魂。
(3) 隨緣盡份，但要盡力付出。
(4) 扶輪為「啟發扶輪社員」
，不是「啟發社會」(㇐般對於扶輪的服務為啟發性服務之錯誤觀念)。
(5) 扶輪猶如交響樂團。
(6) 集體服務（We Serve）與團體服務（GroupServes）之差異。
(7) 個人服務（I Serve）與集體服務（We Serve）之調和。
(8) 扶輪的目的與手段。
(9) 23-34 號決議與根除小兒痲痺的省思。
(10) 扶輪的本質、功能、手段。
(11) 邀請加入扶輪社、非申請加入扶輪社。
(12) 扶輪社是人生的道場。
(13) 社員的個別服務----扶輪最重要功能之㇐。
(14) 社員的集體服務-------扶輪重要功能之二。
(15)扶輪社員個人影響週遭(公司、員工、同業、社區、國家及國外)----職業分類功能之㇐。

Brain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49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7%

Frank

Lawrence PP Redheart

2,000

1,000

9/21

NT$6,00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rt,Golf,Infinity,Joe,Max,Park,Skin,

第 2742 例會

Tech,Tony,Vincent,Wealth

108 年 09 月 26 日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志成 院⾧

恒春基督教醫院

本社

Lawrence 社⾧

台北北區扶輪社

本社

PP Redheart

台北北區扶輪社

本社

●下午茶時間-扶輪論壇

第 2743 例會
108 年 10 月 03 日

四、捐款報告

●原訂十月三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四三次
257,250

例會，為板橋扶輪家族九社聯合例會變更例

Printer

4,250

會時間於十月㇐日(星期二)假板橋吉立餐廳

Wine

4,250

2 樓舉行。

Miller

4,250
12,750
NT$270,000

㇐般捐款

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6:00

Gyne

1,000

Life

1,000

Family

1,000

Pipe

1,000
NT$4,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ichael

1,000

Service

1,000

Ortho

1,00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 2 號)
第二次爐主：
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陳福源 林明正 鄭光欽
劉引巨 曾金川 林志郎 饒吳冠 陳主義 吳榮欽
高智堅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爐主竭誠敬邀全體社友伉儷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