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2020-2021年度 第二十三卷 第11 期 第1100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9月16日(星期三)

1.原9月23日(三)例會變更與第二次
  爐邊會暨中秋晚會合併舉行。

2.第二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時間:9月26日(六)下午6:00
  地點:悅華軒港式餐廳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83號2樓
       (捷運大安站6號出口步行) 
  爐主:Lloyds(組長),Peter,Watt, Metal,
             Steve,One, House,Tan,Cool,Jerry。
  主題:社務行政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3.9月30日(三)第五週休會乙次。

4.10月7日(三)1102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連絡中
  ◎ 9月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5.10月14日(三)1103例會
  ◎台北永東社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地點近期通知

6.10月21日(三)1104例會
  ◎專題演講：談情緒管理��������� �����
    主講人：張雪芳 老師

7.10月28日(三)1105例會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7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9月9日 第1099次例會(出席率:90%)
社員: 40人  出 席: 19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3 人 
缺席:Gordon、Chan、Hummer、Ichilong。

社長:白成業White   社長當選人:宋明超FrankSung  秘書:許慶賢Jeff   會計:林冠宇Fred

節目:陳仲捷Tan         聯誼:謝秉辰House                 糾察:蔡能欽Cool 社刊:周佑民Steve

辦事處: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37號5樓  /    TEL:2368-3596 /  Fax:23683597

E-mail: yhe.adsl@msa.hinet.net   http://www.rotary-yhe.org.tw

今日主題：生活中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識   主講人: 沈俊豪律師
              

RID3481第四分區

~~~~~~~~~~~~~~~~~~~~~~~~~~~~~~~~~~~~~~~~~~~~~~~~~~~~~~~~~

活動訊息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華山愛老人 
  中秋亮起來捐贈活動
時間：9月18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 
地點：華山基金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号8樓
主辦社：中和圓通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秀朗國小校園
  反毒宣導活動
時間：9月26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02號
主辦社：永和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用愛力挺憨兒
就業能力培訓計畫
時間：11月18日(星期三)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81號2
       樓(建國高架橋下)
主辦社：台北大航海家社 

◎新北市家扶中心歲末感恩園遊會
時間：11月29日(星期日)10:00-16: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贊助物資提
  供園遊會義賣。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RYE招生說明會
時間：9月20日(日)13:00-17: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7號
※歡迎有興趣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2020-21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RYLA)
時間：2021年1月22日-24日(五-日)，
地點：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歡迎社友推薦子女參加，資格如下：
  1.18-23歲青年
  2.扶輪少年服務團之OB團員
 3.扶輪青少年服務團之團員
  4.願加入扶輪青年服務社之熱忱青年
※各社推薦報名截止為11月1日。

◎扶 少團活動
1.樂山教養院陪伴計畫 -「中秋烤肉趣」     
  日期：9月19日上午9:00 報到聯誼、
        9:30-14:00 中秋陪伴活動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三段187號
2.扶少團聯合例會
      時間：10月17日(六)上午9：00-12:00
     地點：崇光高中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號

青少年服務訊息

~~~~~~~~~~~~~~~~~~~~~~~~~~~~~

◎雙和隊 9月球訊
時間：9月17日(四)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台北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新店社&新店碧潭社&台北永東社高爾夫
聯誼賽
日期：10/20(二)
時間：上午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老淡水球場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巷32號

◎台北永東登山會～信賢步道健行聽瀑活動
集合時間：10月24日（六）上午9:20
集合地點：信賢步道停車
           (新北市烏來區信福路13號) 
活動內容：
由信賢步道集合，散步踏青欣賞沿途風景，
至信賢吊橋，折返回停車場，再開車至
山中名店「京旺料理」用餐
餐廳：
京旺料理(新北市新店區金興路38號)
費用：每位$500元

◎第四屆3481地區年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11月9日(一)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報到時間：11月9日10:00報到
 開球時間：11:00準時開球 
 費用： ① 報名費：1000元(含紀念品、
                   獎品及餐費)
        ② 擊球費：非會員2,449元。

◎2021臺北國際扶輪世界年會萬人反毒
公益路跑
日期：11月1日（星期日）06:00～10:00
地  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 (出發起終點)
  

聯誼活動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學系學士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碩士班法律專業組
碩士  
現職 
恩典法律事務所律師

經歷 
上市櫃公司顧問律師 
「卡債受害者自救會」顧問律師 
台北市政府法律諮詢律師 
新聞哇哇挖節目來賓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3屆社刊

扶輪知識

~~~~~~~~~~~~~~~~~~~~~~~~~~~~~~~~~~~~~~~~~~~~~~~~~~~~~~~~~

◎3481地區偏鄉英文相見歡-景美組
（大學伴景美女中，小學伴和平國小）
時間：9月17日(四)上午10:00-12:40
地點：景美女中敦品樓三樓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木新路三段312號
主辦社：雙和社、台北永東社、新北市大
         台北社、新店碧潭社。

◎3481地區9月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 9月19日(六)下午14:30-17:00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主講人：曲建仲 Hightech 
         台北福星曙光衛星社(D3481地區)
講  題：扶輪推行共創雙贏：如何善用科
        技發展與新媒體進行扶輪形象推廣

◎3481地區扶輪知識研習會
時間：10月17日(六)08:30-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7號

◎3481地區『扶輪日』暨公益園遊會
時間：11月21日(六)10:00-16:00 
地點：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A、B區
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本社為共同主辦社，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3481地區「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
時間：11月28日(六)19:00-21:00 
地點：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
※本社為共同主辦社，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地區訊息

◎友好社、金蘭社(兄弟社)、姊妹社
為了拓展扶輪友誼，並結合及發揮更大的
服務能量，各社可透過與他社結盟的方式
，而成為密切合作的扶輪夥伴。通常兩社
之間會先締結為「友好社」，並開始交流
、聯誼及共同服務在相互了解且雙方均認
同的前提下，就會進一步締結為金蘭社(
兄弟社) 或姊妹社。其中與國內的締盟社
稱為金蘭社(兄弟社) ，而與國外的締盟社
則稱為姊妹社。
兩社締盟、年限需經社的理事會或社員大
會的決議後才能執行。續約時一樣要經由
理事會或社員大會決議後為之。

◎例會次數由各社決定但至少要有兩次
扶輪初創期並未規定例會的次數，而是由
各社自行決定。由於較多的聯誼能促進社
內的融洽氣氛與活動效益。逐漸的，每週
都開例會的扶輪社漸趨於多數。
1922年於洛杉磯舉行的國際年會通過「扶
輪社模範章程」，規定每週應舉行例會；
嗣後大多數社都改成每週舉行。2001年RI
理事會同意試辦可更改例會方式與時間的
計劃：New Models for Rotary  Clubs  Pilot 
Project 。2016年立法會議則通過最新的決
議：每個月至少要有兩次的例會。

◎例會歡喜捐的意義與繳納餐費的必要
歡喜捐是例會中讚賞主講人的精采分享、
感恩社友對自己生日及結婚週年祝福、或
是有值得分享給社友的喜訊所作的溫馨捐
助；金額隨喜就好，不必太高。但若本社
給了賀禮禮金，就應當更大方的「加碼」
回捐給社裡，作為社務或服務計畫的基金
；不應有撈一些已繳社費回來的念頭。至
於到他社拜訪補出席，則一定要有繳納餐
費的基本認知。你可以用歡喜捐填單寫上
對該社的祝福，並讓歡喜捐報告人於例會
中宣讀，這是扶輪的慣例與優良的傳統。

◎集會時對來賓的「一次」稱呼與致意
在扶輪各式集會時，對蒞臨來賓應依正確
次序稱呼致意；且是由會議主席及總監於
致詞時「作一次即可」。其正確次序的原
則是：
(1)現任在前任之前、前任在未來任之前。
(2)具多項職務者，取其最重要者為先。
(3)配偶陪同時，共同或接續稱呼致意。
為使會議流程順暢簡捷而有效率；其他在
會議流程中致詞或報告的扶輪社員，均不
需再對蒞臨來賓作逐一稱呼與致意。

2020/9/5-9/6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2020/9/9 坪林國中社區服務暨陽光例會

~~~~~~~~~~~~~~~~~~~~~~~~~~~~~

項 內    容 金額 項 內    容 金額

1 遊覽車+領隊+司機2天 56,800 1 秋季旅遊經費 56,000

2 鐵道自行車 16,000 2 社友1,300元*70人 91,000

3 烏嘎彥小巴 28,000 3 社長贊助 5,130

4 9/5早餐(Sam贊助) 4,550 4 職業主委Sam贊助 5,000

5 9/6午餐 18,700

   

6 9/6晚餐 18,430

 

7 保險代辦其他 14,650

157,130 小       計 157,130

備註：代付訂房費-   2人房5,200元、 3人房6,150元、 4人房7,000元。

A.支       出 B.收       入

小       計

項 內    容 金額 項 內    容 金額

1 春池玻璃工廠 12,480 1 職業經費 12,480

12,480 小       計 12,480小       計

A.支       出 B.收       入

2020秋季旅遊收支明細

2020職業參訪收支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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