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宋明超FrankSung / 社⻑當選⼈:黃錦雄Lloyds / 秘書:唐哲成Antonio  / 會計:周佑⺠Steve

節⽬:柯⾦⽔ Stainless   /  聯誼:黃聖諺 Ichilong         / 糾察:姚通吉 Art            / 社刊:李榮周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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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1-2022年度 第二十四卷 第  17 期 第1154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1 11月23日(二)1155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B2【福華廳三區】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社務討論會

2.11月30日(二)第五週休會。

3.12月7日(二)115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B2【福華廳三區】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專題演講：幽默說話技巧，
               讓您處處受人歡迎
    主講人：謝文苑先生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12月14日(二)1157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4樓花梨軒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社員大會：選舉第25屆理事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11月9日 第1153次例會(出席率:71 %)
社員: 34人  出 席: 19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2 人  
未出席社友:
Art、Gordon、Hummer、Light、Cool、
Ping、King、Metal、Tan、Ray。

  今⽇主題：台北永東社與宜蘭⻄區社聯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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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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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活動預告

◎2021新加坡亞太研習會將於2021/12/
3~5 舉辦，由於疫情影響，將採線上舉行
，社友活動均為免費，註 冊網址為
https://3481.link/SRI
請各社使用該連結為全體社友完成線上註
冊作業，報名活動為RotaryInstitute，其餘
訓練課程可依社友意願自由參加。

◎第五屆地區年會保齡球聯誼賽
比賽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六2021 12 04 (  )
時 間：上午 報到 練球 開始     8:30 9:00 9:30
費 用：每人新台幣 元。     700
比賽地點：新喬福保齡球館
比賽地址： 388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號

◎國際扶輪反毒暨消除C肝
路跑日期：11月27日(六)上午06:00-10:30
活動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已報名：FrankSung+ 、Antonio+ 、2 1
Computer+ 、Ray+ 、Fred+ 、Jeff+ 、1 1 1 1

+ 、 、 + 。Lloyds 1 Panel Tan 1

※ 活動防疫更新通知
活動當天會在篩檢站設立檢查點，參賽
選手可出示疫苗黃卡或是健保卡（不需
要正本，手機拍照或影本也可），若有
出示則會在號碼布上貼上健康證明貼紙
，若無出示則無貼紙，但不影響任何比
賽權益，但不論是否有健康貼紙在會場
內都須戴口罩，賽道上皆可不戴口罩(
工作人員除外)，我們秉持扶輪活動市府
協辦，因此在防疫規劃上還是做得比較
嚴謹，還是鼓勵大家拍一下，非常感謝
您的支持與配合。

◎地區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 月 日 六 下午11 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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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前理事  謝三連
         PRID Jackson
        (3522地區台北東昇社)
講  題：如何申辦國際扶輪年會
專題座談：
與談人：賴志明IPDG Jimmy (台北中央社)
與談人：邱文麗DGE Wendy
             (台北創新網路社)
 ※採實體+視訊，如下列資訊加入Zoom 
   會議  https://3481.link/RKC 
   會議ID：955 0752 8934 密碼：2122
   費用： 每名300元

◎ 周年運動會扶輪家庭野餐嘉年華 5
時間： 月 日 六12 12 ( ) 10:00~16:00
地點：國立師範大學 校本部 日光大道( )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 段 號1 162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3481地區聯誼活動

第四分區活動預告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捐贈
時間：12月10日(五)下午3:00報到
地點：新北市第七救災救護小隊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177-1號
主辦社：大台北社/每社預算10,000元

◎看見就是力量
時間：12月16日(四)上午10:00-12:00
地點：南港關愛之家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73號3樓
主辦社：台北大時代社/每社預算10,000元

◎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開幕儀式
時間：12月25日(六)上午7:30報到
地點：台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
主辦社：台北路跑社/ 每社預算10,000元

◎關懷獨居老人新春送暖-備糧包
時間：1月11日(二)下午3:00報到
地點：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12樓)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23號
主辦社：台北永東社/ 每社預算10,000元

友社慶典

◎宜蘭西區社授證37週年慶典
日期：12月15日(三)下午6:00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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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討
時間：12月11日(六)上午8:30~12:00
地點：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
       國際會議廳
地址：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
費用： 每名300元

https://3481.link/SRI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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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紅箱統計 110/11/9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社長、秘書、公共形象委員、執行秘書及社友
主  旨：敬邀參加2021-22年度[People of Action採取行動的人]攝影教學工作坊。
說  明：
為讓公眾認識扶輪是『People of Action採取行動的人』，如何傳達令人感動的瞬
間是最重要的起點，本委員會特邀請形象師現場教學分享：如何拍攝「引起共鳴」
的採取行動的人形象照，讓我們一起來學習訴說扶輪故事的技巧。
一、時間：場次一：2021年11月20(六) 14:00pm-17:00pm
           場次二：2021年12月18(六) 09:00am-12:00am
           場次三：2021年12月18(六) 14:00pm-17:00pm
         （場次可擇一參加，每場上限人數為25人，若報名人數不足15人將不開課，
           反之超過則另加班次)。
二、地點：國際扶輪3481地區會議室(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27號11樓之一)
三、課程內容：
     1.讓照片有溫度-拍照教學
     2.隨手。紀錄感動的瞬間-影片教學
     3.連50歲都能學會的剪接-手機剪輯
     4.你也能成為大導演-掌鏡、控場、預先規劃
四、費用：每人500元(含講師費、茶點) 事先報名, 費用現場繳交
五、請自行攜帶手機(或筆電)，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
                                   地區總監           黃永輝 DG APPS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蔡宜玲 PP Ellen
                                   多媒體委員會主委   侯友竣 PP Yojun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2022-23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討會』。
說　明：
一、2022-23年度本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討會訂於2021年12月11日（星期六）
    上午8 : 30~12 : 00假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北市濟南路一段
    321號)舉行。當日議程表詳如附件。
二、本次研習會同時進行扶輪獎助金資格認證，認證完成方具有申請地區獎助金及全
    球獎助金申請之資格，請每社二位以上社友報名參加(請社長及社長當選人務必盡
    量參加此次研習會議, 以利MOU的簽證)。
三、本次研習會特別邀多位經驗豐富的主講人分享獎助金相關的主題。此外更於會後
    安排30分鐘Q&A的時間做提問及雙向溝通。兼具理論與實務的精彩內容不容錯過。
四、隨 函附上註冊表乙份，敬邀各社社長、社長當選人、扶輪基金主委、服務計畫委
    員會主委、國際服務主委等相關領導人撥冗參加。如貴社要申請地區獎助金或全
    球獎助金, 請務必派員參加。
五、每位酌收註冊費新台幣300元整，請各社於12月3日前，將報名表(e-mail到地區
    服務中心(請務必使用附件的報名表報名，以利各項作業之進行)，並將註冊費匯
    至地區指定帳戶。
六、為提倡環保，會議當天建議各位出席社友自行攜帶環保杯。

                           國際扶輪3481地區
                           2021-22地區總監黃永輝DG  APPS
                           2022-23地區總監當選人邱文麗DGE Wendy
                           2020-23年度地區扶輪基金主委洪振攀PDG J.P.
                           2022-23年度扶輪基金獎助金研習會主委李湘偉PP  David

RTN 事由 金額

Archi 歡喜來例會。 1,000

Computer
謝謝社長及團隊領導的超棒秋季
旅遊。

1,000

Diamond 聽著PP.Peter扶輪歌唱好聽。 1,000

Eden 歡喜Diamond誇獎氣色好。 1,000

FrankSung謝謝上週六秋季旅遊參加社友。 1,000

Jeff 歡喜秋旅圓滿成功。 1,000

Leader 歡迎主講人。 1,000

Peter 大家歌唱很棒，爽！ 1,000

Stainless 歡喜退休很輕鬆。 1,000

Steve 賀秋季旅遊成功。讚啦！ 1,000

小計

前期

合計

10,000

107,000

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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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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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社、金蘭社(兄弟社)、姊妹社

扶知時間

110/11/13第一次登山會於金瓜寮魚蕨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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