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   第十八卷   第 5期     第869次例會       中華民國104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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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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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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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8月12日(三)例會與8/7社區服務合併。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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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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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月2日(三)第874例會
  ◎專題演講：認識癌症、遠離癌症 
    主講人:李芳茂 醫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104年7月22日 第868次例會(出席率:92%)
社員: 36人  出席: 27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3人  補出席: 5 人 
缺席: Jumbo、Chester、H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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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討論會     主持人:姜幸麟 Computer 副社長

RID.  3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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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本地區各扶輪
         社社長、青少年服務主委、社友
主 旨：函請  貴社社友參加「3480地區青
       少年交換計畫( RYE)」說明會 
說明： 
一、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提供16〜
    18歲之青少年，至世界各地體驗其他
    國家人民的文化、問題及成就的機會
    ，促使個人成長，增進世界觀並對自
    己有更深入的認識，因此青少年交換
    計劃不僅只是國際文化交流，也蘊藏
    深遠的教育意義！ 

二、為增加各社扶輪社友對青少年交換(
    RYE)之瞭解，地區委員會將於本年8
    月8日(六)辦理「3480地區青少年交換
    計畫(RYE)」說明會，提供各社社友
    相關訊息。 

三、敬請 貴社有意參與2016-17年度派遣
    及接待交換學生計畫之社友，踴躍報
    名參加此次說明會，參加者將列入派
    遣甄選評比參考。 

四、說明會名額為200名，請有意參加社
    友以社為單位填表報名，名額滿為止。 
    報名表請各社執秘於2015年 7月24日
    (五) 前email至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說明會時間 : 2015年 8月 8日(六) 
                 上午 9:00 ~12:00 
    地點 : 台大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2015~16年度
  地區總監        呂錦美DG May
  青少年服務主委 金家瑞PP Kaiser
  青少年交換主委 陳德齊 PP Sport
 

~~~~~~~~~~~~~~~~~~~~~~~~~~
地 區 來 函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2015-16年度『社員發
        展及防止流失研習會』。
說　明：
一、2015-16年度『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
    研習會』，謹訂於2015年8月22日（
    星期六）上午 08 :00~ 12 : 00假台
    北圓山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

二、本活動列入地區總監獎項社務服務
    ，每社至少需10%社員參加。敬請各
    社踴躍報名參加。

三、此研習會除精闢的專題演講外，更
    有Q&A的部份，藉由雙向溝通讓大家
    更能實際瞭解相關的問題與 解決方
    法， 這是一場絕對不能錯過的精采
    研習會。 茲檢附「社員發展及防止
    流失研習會」議程表以供參考。

四、註冊費用每人新台幣500元，請各社
    於8月14日前將報名表回傳地區服務
    中心王小姐(Wanda)並將註冊費匯入
    以下帳戶:
    戶    名：呂錦美
    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城內分行
    帳    號：0800765855361

五、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5-16年度
地區總監              呂錦美 DG May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洪振攀DGN J.P.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委員會主委   
                  鍾鶴松 PP Harrison

~~~~~~~~~~~~~~~~~~~~~~~~~~
地 區 來 函

社  友  園  地 (莞爾集-- CP.Leader)

大陸股市暴跌也產生許多有趣的段子，
1.私房錢放在哪裡最穩當？  
  絕對是股市，不僅老婆找不到，現在
  就連自己也找不到了！
2.萬萬沒想到，熬過了熊市，躲過了牛
  市，卻死在了救市。
3.問：什麼叫一波三折？
  答：只要一波，就跌到三折了。
4.上個月股票漲的時候我吃什麼狗吃什
  麼，上個星期股票跌的時候狗吃什麼
  我吃什麼……這個星期可能要吃狗了。
5.旅遊計劃照計劃進行：
  中國最壯觀的三大瀑布：黃果樹瀑布，
  壺口瀑布，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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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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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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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投稿)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十八屆社刊

扶輪知識~~~~~~ 扶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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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扶輪家庭成員?
   Who is our Rotary Family?

l.扶 輪社友Fellow Club Members 
2.扶輪社員的配偶、子女與父母
   Spouses, Children, Parents
3. 已故扶輪社員的寶眷
   Spouses of Deceased Rotarians 
4.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Rotaractors
5. 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Interactors
6. 青少年交換學生及家庭
   Youth Exchange Students & families
7. 團體研究交換團員
     GSE team members
8. 大使獎學金學生
     Ambassadorial scholars
9. 扶輪領袖營學生RYLArians

●為何“家庭”是扶輪關注的焦點?
  Why is “Family” a focus of Rotary?

l.分 享快樂
   Enjoyment
2. 防止社員流失
     Retention 
3. 增加新社友 
  Recruitment 
4. 支持扶輪基金
  Foundation support

●如何如同“家人”般關懷社員?
     How do we care for fellow Rotarians like family?

l. 記得社友生日、結婚週年
   Remember birthdays and anniversaries
2. 當他們生病、孤寂或遇到困難時給予
  協助
   Assist when they are sick, lonely, or having 
     difficulties
3. 當扶輪家庭成員死亡時,以及往後分擔
  他們的憂傷
  Share their grief during and after a death in the
    family
4. 舉辦慶生會參加婚禮或畢業典禮
     Celebrate at Births, Weddings, and Graduations

●如何將自己的家庭融入扶輪?
   How do we involve our own families in Rotary?

l. 參加特別的扶輪家庭社交聚會
    At special family oriented social events
2. 參加特別節目的扶輪社例會
    At club meetings for special programs
3. 協助募款 
  Assistance at fund raisers
4. 參加社區服務計劃
  In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5.接待青少年交換學生及GSE訪問團
  Hosting Youth Exchange and GSE teams

第六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四族九器捐贈儀式

與永和社共同例會地區總監DG.May公式訪問合影

7/24第一次爐邊會Steel社長作東於板橋吉立餐廳/ 社務行政主委Computer專題報告

活 動 花 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