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年度   第十八卷   第 4 期     第868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7月22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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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Steel社長
  主題:社務行政管理
  主講:Computer 副社長
  時間: 7月24日(五)下午6:30
  地點:吉立餐廳板橋店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捷運板南線- 新埔站2號出口
   
2.7月29日(三)第869例會
  ◎社務討論會
  ◎Eric、Jacky、JeffChen三位新社
    友自我介紹
    Eric   輔導人:PP.Watt&Land
    Jacky  輔導人:PP.Georgia&Panel
    JeffChen輔導人:CP.Leader&Diamond 
  ◎7月理事會    

3.8月5日(三)第870例會
  ◎專題演講：扶輪關懷、滿佈家扶 
    主講人:新北市家扶中心周大堯主任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原8月12日(三)例會與8/7社區服務合併。

5.8月19日(三)第872例會
  ◎專題演講：薩克斯風饗宴 
    主講人:潘恆健 老師
    邀請人:Computer

6.8月26日(三)第873例會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歡迎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104年7月15日 第867次例會(出席率:94%)
社員: 36人  出席: 23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10 人 
缺席: Jumbo、King。

※補計出席規則※
社友因事缺席例會，可於兩週內參加
友社例會或扶輪相關活動，均可補計
出席乙次。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 歡迎3480地區總監呂錦美DG.May公式訪問

RID.  3480

扶輪經歷:
1991.06 芙蓉社創社社友
2004-05  國際扶輪3480地區 第九分區助理總監
2005-06  國際扶輪3480地區 地區副秘書長
2006-07 國際扶輪3480地區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1-12  國際扶輪3480地區 地區年會籌備主委
2012-13  國際扶輪3480地區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PETS)主委
2013-14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節目組 召集人 
2013-14 台灣扶青團 30週年顧問
2013-14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監事
2013-14 台北研習會籌備會 副秘書長/寶眷組副主委/
          RIPE Gary Aide
2013-14 國際扶輪3480地區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講習會主委
2014-15 國際扶輪3480地區 赴巴西國際年會主委
2014-15 國際扶輪3480地區 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4-16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 理事
2014-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董事
2015-17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理事

國際扶輪特殊獎項:
2007~2008  四大服務獎（Four Avenue Award）
2011~2012  RI超我服務獎

國際扶輪基金捐獻：
巨 額捐獻人 - 阿奇可蘭夫 (AKS) 累積超過25萬美金
永 久基金捐獻壹枚
保 羅哈里斯永久會員 ( 年捐 1,000元美金)

姓名：呂 錦美 DG.May
學歷：台 北大學法商學院企研所
現職：泰 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經歷：匯豐汽車 董事
       協新汽車 董事長
所 屬 社 :台北芙蓉社
職業分類:投資顧問業

~~~~~~~~~~~~~~~~~~~~~~~~~~
社區服務~父親節慶祝活動

主辦:台北永東扶輪社
協辦:宜蘭西區扶輪社
內容:關懷愛維養護中心身障朋友，歡慶
     父親節，紅包場-懷舊老歌欣賞。
時間:8月7日(五)上午9:30~12：00
地點: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
※活動結束與兄弟社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例會地點:滿穗餐廳(台北市松江路128號) 
~~~~~~~~~~~~~~~~~~~~~~~~~~

日期：8/02（日）第5.6.7.8分區扶輪社
時間：上午09：30說明，10：00開始至
       下午15：00結束。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55號
對象：扶輪社社員，每場上限為40位。
費用：每人650元（費用含講師、助教、
       器材、門票、午餐）。

3480地區水資源守護計畫活動

～～
永東隊8月球訊
時間: 8月4日(二)
      11:00報到、11:30開球
地點:東華球場
※敬請社友、夫人踴躍參加。

兄弟社宜蘭西區社簡朝成PP.Success
前社長父親告別式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 7月29日(三)上午8:30公祭
地點:宜蘭縣員山鄉湖北村大湖路20號 

訃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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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一、 創立經過及沿革： 
1.1974-1975年(民國63年)中華民國扶輪區，為慶祝第一個扶輪社-芝加哥扶輪社成立七
  十週年紀念，基於扶輪服務理念而設置「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為台灣扶輪共同的
  社會志業。
2.本會早期( 1975-1985年)以獎助清寒優秀青年出國深造，及熱心殘障服務工作，與來
  台留學僑生為對象。
3.1985年度後，將獎助對象改為頒發國內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研究生，為國育才至今。
 
二、 宗旨與服務：
本會以【基於扶輪精神，鼓勵及培養國內外優秀青年，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為宗
旨，依有關法令辦理下列業務︰
1.結合扶輪力量，籌募教育基金。
2.頒發國內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優秀青年獎學金，為國育才。
3.頒發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獎勵國外青年來台留學，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暸解。
4.辦理教育、文化、研究及發明有關之服務活動，以提升教育、文化、道德生活之水準。
5.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服務。
 
三、 組織： 
1.本會是由全國扶輪社員捐款組成的基金會，設有董事會管理之。
2.董監事會由董事21名、監察人7名組成，任期每屆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均為無給職。
3.本會21名中之14名董事，由台灣七個地區之當屆總監及總監當選人當然擔任。董事會
  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4.自創會以來歷經張長昌(PDG. Cal)、廖泉生(PDG. Derma)、林士珍(PDG.Micro)、賴崇賢(PDG.
     Right)、賴正成(PDG. Wood) 及黃慶淵(PDG.Kent)等六位前董事長的帶領。目前本會進入第
  十五屆，董事長由國際扶輪3490地區郭道明前總監(PDG.Trading)接任，持續扶輪教育服
  務之使命。
 
四、 基金的管理及運用： 
1.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以支用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之捐贈為原則。
2.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使用，受教育部監督，不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
  或非金融機構。
3.由於業務需要或其他因素，變更董事、財產及其他重要事項，均須經董事會通過，函
  報教育部許可，並向法院辦理登記。
4.依據本會主管機關教育部之規定，凡直接用於業務經費之捐贈，其全年度經費支出必
  須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本會目前捐款除用於每一年度獎學金之需頒金額，計佔捐款
  的百分之八十外，餘額均用在基金會相關業務上如：召開董事會、舉辦獎學金頒獎典
  禮，及為鼓勵各項捐款之獎章、文宣、郵資，辦公室管理，及台灣扶輪圖書館的服務
  等行政費用。
 
五、 三十八年的服務成果： 
1.1976〜1986年：獎助青年出國留學及來台留學 共208名。
2.1986〜2014年：頒發中華扶輪獎學金，獎助國內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共
    3,367名﹕碩士班研究生﹕2,280名，(每年每名新台幣12萬元)。博士班研究生﹕
    1,087名，(每年每名新台幣16萬元)。獎助金額共頒發四億二千多萬元。
3.2005〜2014年：頒發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獎助國外青年來台學習華語及台灣
    文化共20名。
 
六、 目前辦理會務： 
1.秉持扶輪服務精神，播撒愛心的種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以「宏揚扶輪、為國育才
  」為使命，致力於結合扶輪力量，培育國內優秀青年學子，共同為國家厚植術德兼備
  的人才而努力。
2.以服務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架設友誼的橋樑於全世界，頒發台灣扶輪大使獎學
  金，寄望受獎學生回國後成為台灣扶輪的親善大使，傳播台灣扶輪的愛心及友善。
3.頒發 "國際扶輪社長公益獎"，獎勵國內卓越學術奉獻者，表達扶輪對一切有益於社會
  之各種事業及專業傑出人士之敬重。
4.收藏扶輪資料，典藏台灣扶輪歷史，並積極引介國際扶輪重要文獻翻譯及出版、以傳
  承扶輪智慧。
 

扶輪知識~~~~~~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7月3日下午的班機飛到了羽田機場，籌劃已久的行程，終於要登場，因為是暑假的關
係，故機票須從3 個月前就要開始找，不論是從旅行社、網站、航空公司都是可以選擇的
目標；再來就是住宿，因為我們一家人人數比較多，故優先考慮住出租公寓，目前是非常
夯的一種選擇，它不像旅館或民宿，有人幫忙打掃，或是幫忙準備一些東西，完全是要自
己處理，包含怎麼拿鎖匙都是要事前先溝通在那裡怎麼拿，當然一般這樣子的公寓也會比
較便宜，如果住旅館或民宿，我們最少會需要二到三間房間(日本旅館的床，SIZE通常比較
小 )，所以我們選擇住出租公寓，裏面就像一般家庭一樣，有三個房間，衛浴，該有的家
電，最重要的就是有洗衣機，畢竟我們要住6天，沒辦法洗衣服可是非常傷腦筋的事!

    對了，在日本旅遊最重到的交通工具¬¬火車，我們選擇了全日本通(JR PASS)，這是一
張可以在規定時間內，日本鐵路坐透透的票券(除了私鐵、JR有些車種及車廂)，因為這樣
一來只要就不必再花錢，只要到票閘口出示票券即可通行，而且也可去劃位坐指定席噢!

    第一天坐新幹線從群馬縣到東京，再從東京轉新大阪，大約花了3、4個小時，一家人
拖著大大小小的行李再到出租公寓，因為我們住在大阪天滿宮附
近，那裏有全日本最長的商店街，所以我們緊接到選了最熟悉的
"迴轉壽司"，一盤120円，接著到處逛逛，看到很多大型的柏青哥
店，日本人超愛玩這個，我是不知道原因啦，看著珠子跑來跑去
，頭都暈了!

     第二天來到大阪必去—環球影城，一下電車，就看到一缸子
人勇往直前，其中也有很多台灣人，全家出遊的，大人小孩都很
興奮，還好我們之前就已經在官網上購票(日文版網站才可以買,
但很好理解)，所以不需要再排隊買票，直接給他殺進去，因為我
們有買套票RAPID PASS  ，指定到下午去玩設施，所以一進去就直
接到目前最夯的—哈利波特樂園，不過，上了40歲後，玩"某些"
設施會頭暈，但連我老媽都下海一試的情況下，也不得不給他洗
下去；但結果也是可想而知…；後來只能玩一些"溫和"的設施，
例如坐船的啦，看4D電影的啦…等等；玩了一整天，到了傍晚，
我們就直接坐到大阪車站，去找最大家最期待的”大阪燒”，由
於大家都滿累的，故先找了在車站地下室的店，先點了四五種不
同的大阪燒，也總算滿足了生理及心理的需求…(待續)

(日本自由行隨記-- Computer)社  友  園  地

第一天  台北出發-->蘇澳搭麗娜輪->太魯閣峽谷->慶修院->花蓮富野飯店
第二天  雲山水-->林田山-->神秘部落女人王國生活體驗-->搭火車回台北

秋  季  旅  遊
日期：104年10月3-4日(六、日)
地點：花蓮麗娜輪之旅
行程：

備註：1.感謝社長贊助晚餐、社當及副社長贊助二日午餐。  
       2.感謝CP.Leader贊助2箱麥卡倫威士忌。
       3.參加者每名補助2,000元(社經費+社長、社當、副社長贊助)。
       4.因船位限額50名(頭等、商務艙各25名)，請社友、夫人盡速報名。
 ------------------------

價目表/每名
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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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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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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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2人房 住宿3人房 住宿4人房 住宿2人房 住宿3人房 住宿4人房 

大人 7,000元 6,800元 6,400元 6,500元 6,300元 5,900元

小孩(6歲至未滿12歲)佔床 6,600元 6,400元 6,000元 6,100元 5,900元 5,500元

小孩(3歲至未滿6歲)佔床無火車座位 6,200元 6,000元 5,600元 5,700元 5,500元 5,100元

小孩(3歲至未滿6歲)不佔床無火車座位

嬰兒(未滿3歲)

搭乘麗娜輪頭等艙報價 搭乘麗娜輪商務艙報價

4,000元

300元

3,500元

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