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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   第⼆⼗卷   第2期     第966次例會       中華⺠國106年7⽉12⽇(星期三)

今⽇主題：社務⾏政會議       主持⼈：Computer 社⻑

1.7月19日(三) 967次例會(B1牡丹廳)
  ◎總監公式訪問
  ※11:30總監公式訪問會前會，敬請
    各工作計畫主委於11:10抵達會場。
  ※全體社友須著正式西裝佩年度領帶
    12:00 抵達會場。

2.2017-18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Computer社長
  主題:社務行政管理
  主講:Land
  時間:7月22日(六)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之1
  ※敬請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3.7月26日(三) 968次例會(職業參訪)
  地點: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頂強路23號
  行程: 7:00福容飯店集合坐遊覽車 
        7:30出發到宜蘭參加CP母親公祭
       11:30奇麗灣職業參訪

4.8月2日(三) 969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鼓動非洲~ 打出健康!
              打出活力!  
    主講人:趙偉竣 老師
    邀請人:許慶德前社長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5.8月9日(三) 970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溝通與領導  
    主講人:黑幼龍 老師
  

                
106年7月5日 第965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30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5 人 
缺席: Alumi、King、Hummer、Ray。
出席率: 90%

【 上週出席統計  】

◎台北大世紀扶輪社社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14日(五)晚上18:00報到
地點:君品酒店亮仁廳5樓
地址:台北市承德路一段3號5樓
出席:Computer、Steve、One、Richer、Land、
           Fred、Diamond、Jeff、Light、Alumi、
          Richard.。

友社訊息
~~~~~~~~~~~~~~~~~~~~~~~~~~
參加地區職業服務

本月生日快樂 張進益牧師精彩演講

歡迎RYE戴劭哲學成返國歡迎RYE姜之怡學成返國

職場訪問行前場勘職場訪問行前場勘



紅箱捐款統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旨：敬請  貴社惠予贊助2017-18年度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預算新台幣貳萬元整
       ，可獲總監獎項。
說明：
一.國 際扶輪是個國際性的組織，扶輪社友深知英文是跟世界接軌交流的重要工具，也
   是讓臺灣優秀人才站上國際舞台的必備能力。3480地區在 2016-17年度首次進行偏
   鄉英語課輔計畫，這一年我們看到偏鄉小學生(小學伴)在優秀的高中職、大學生(大
   學伴)陪伴下，不僅多認識一位大哥哥. 大姐姐，也因為有這樣的陪伴關愛，樂於開
   口學習英文，雖不敢說小學伴一年後英文就扶搖直上，但真的有長足的進步。這個
   計畫不僅牽起大小學伴的雙手，也串起城市與偏鄉，將扶輪社與大小學伴緊緊相繫。

二. 2017-18年度是3481地區創區元年，除希望繼續這個深具意義的偏鄉英文教育計畫，
   更希望添加新的元素，讓此計畫更好：
   (一)提 供Joinnet上課平台：
   2016-17年度使用之網路平台，功能多，但設定過程繁複，加上學校設備差異、學
   校端電腦有還原系統之設定與網路問題，增加上課難度。2017-18年度大小學伴幾
   乎全數更新，繼續使用該平台，所有參與之大小學伴都需要重新學習設定安裝使用
   。因此擬於今年採用Joinnet網頁版軟體，只要能上網即可使用，不需安裝。
   (二) LiveABC客製化本計畫上課教材：
   邀請LiveABC客製化編制適合國小四、五、六年級使用之初級、中級、高級三階教
   材，課程內容有一貫性，且減輕2016-17年度大學伴自編教材之壓力。大學伴如欲
   增加教學內容，也有依循方向，不至於漫無邊際，致小學伴無法理解吸收。小學伴
   參與本計畫須先進行分級測試，每學期結束鼓勵小學伴進行測驗，看見自己的進步
   ，並給予小學伴進步獎。
   (三)建 置「D3481與D3482偏鄉英文教育計畫」專屬網站：
     1.大 小學伴透過此網站連結上課，且平時可登入網站備課，預習與複習，兩校師
       長也可透過平台交換上課情形。
     2.藉 由此網站連結各主辦社官網、大小學伴學校官網。
     3.我 們也請大小學伴學校在其學校官網，連結3481地區官網與「D3481與D3482偏
       鄉英文教育計畫」專屬網站。
   (四)製 作「D3481與D3482偏鄉英文教育電子月刊」：
     1.擬 於電子月刊介紹主辦社及其服務，大小學伴學校與特色，偏鄉小學位置、與
       鄰近旅遊景點及美食，大小學伴學校活動即時報，並且介紹國際扶輪與3481地
       區，提供偏鄉英文教育委員會最新訊息，並增加英文品格諺語等單元，期待增
       進大小學伴，對扶輪的認識與瞭解。
     2.鼓 勵小學伴以文字、畫作或照片投稿，表達參與本計畫的心聲。
     3.鼓 勵大學伴參與創意教學比賽，年度後並將評比給獎。
   (五)鼓 勵主辦社與偏鄉小學連結互動：  
   除鼓勵主辦社社友參與相見歡活動外，也鼓勵主辦社至偏鄉小學參訪或舉辦陽光例
   會，邀請主辦社參與偏鄉小學的活動。
   (六)建 立「國際扶輪3481、3482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粉絲頁：
   期待透過FB直播與網路社群力量，讓學校師長、扶輪社友與其他人能看見這個計畫
   ，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三. 贊助社皆為共同主辦社，敬邀各共同主辦社參與各校相見歡活動，相見歡時間預計
   在九月陸續開始，預估會有十三場相見歡活動可供貴社挑選（貴社依時間擇一場參
   加即可，參加哪個場次，就成為該場次學校的贊助社。若貴校希望成為多校的贊助
   社，每多贊助兩萬元可再多贊助一校）

四. 另歡迎各社社友個人捐款以及企業捐款，個人與企業捐款者，請贊助人指定用途「
   贊助3481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捐款至各社，各社註明捐款人後匯款至地區指定
   帳戶，並請告知本委員會捐款人大名/企業名。所有捐款名單將刊登在「偏鄉英文教
   育計畫網站」上。

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幽默笑話分享：
十年前出去吃飯，基本都是付現金。
五年前出去吃飯，基本都是刷卡。
而現在，出去吃飯付款都是掃一掃手機。
這説明什麽？ 
這説明以後出門撿到錢的概率幾乎為零。

以前不離不棄的叫夫妻，
現在不離不棄的是手機。
一機在手，天長地久！
機不在手，魂都没有。

其實古人早已有預感，並專門出了一個
成語：『機不可失』！

話須如此！
但是手機堅決不能再玩了！
視力下降的厲害。
早上，遠遠看見大横幅【李宇春裝B拉】
走近一看，原來是【李宁春裝8折】

去飯館吃飯，夾起一塊紅燒肉發現好多
毛，很認真的一根一根地拔，等拔乾淨
放進嘴裡，
奶奶的！是塊薑！......

最丢人的是昨天，
老遠看見隣居牽了條藏獒在門口，
客氣地打招呼：“哥，買的藏獒啊？” 
哥們臉都綠了沒答應，走近一看，
原來是嫂子穿着貂皮大衣蹲地下繫鞋带呢。

保護視力，關愛頸椎，遠離手機！
從我做起！請將此幽默笑話放到圈裡，
讓大家笑一笑。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若葳FrankSung夫人 106.07.05

��� 事由 金額

Chester 那個小伙子也當社長，恭賀！ 2,000

Computer 感謝全體社友支持，也感謝張牧師蒞 10,000

社演講。  

Diamond 恭喜社長正式登基。 1,000

Delica 祝新團隊正式上任、圓滿。 2,000

Eric 開心！ 2,000

Eden 永東二十屆第一次例會成功。 1,000

FrankSung 賀Computer社長本月第一次敲鐘。 1,000

Fred 賀Computer社長第一次敲鐘、爽快。 1,000

Georgia 高興。 3,000

Jacky 高興太太來例會。 1,000

Jack 第二年參加扶輪社，很快樂。 2,000

Jeff 恭賀社長正式敲鐘；Light美容成功。 1,000

Land 歡喜社長正式敲鐘，歡喜夫人蒞會。 1,000

Lawrence 歡喜新社長，新作風！ 1,000

Lawyer 恭祝社長、秘書、2017-18團隊上任。 1,000

Leader 歡迎主講人，歡喜Computer年度第一次 2,000

 主持會議。  

Light 恭賀Computer正式敲鐘。 1,000

Lloyds 開心！ 1,000

Metal 恭喜Computer榮任20屆社長。 1,000

One 祝全體夫人年輕貌美。 1,000

Richard 恭賀Computer社長正式上任。 1,000

Richer 歡喜Computer社長上任、欣欣向榮。 1,000

Stainless 歡喜Computer團隊正式上任。 1,000

Stanley 祝社長正式上任及全體社友寶眷同心。 1,000

Steve 恭喜社長Computer及新團隊正式上任。 2,000

Watt 恭賀2017-18團隊上任。 1,000

李明娟 高興來例會。 1,000

林月照 指定捐款-社區服務。 10,000

唐建雄 (汐止社)歡喜來參加例會。 1,000

黃易玨 (汐止社)歡喜來參加例會。 1,000

小計

 

 

合計

56,000

指定捐款                                        10,000

一般捐款                                        46,000

56,000

訃聞

本社創社社⻑李⽊鐸  CP.Leader  慈⺟

李媽游老夫⼈慟於 106年7⽉7⽇ 仙逝

，享壽87歲。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

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106年7⽉26⽇上午9:30

公祭地點:員⼭福園803禮廳

地址:宜蘭縣員⼭鄉湖東村蜊埤路2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