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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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度 第二十二卷 第4期 第1053 次例會  中華民國108年7月24日(星期三)

1.2019-2020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Land 社長
  時間：7月28日(日)上午11：00
        (有多項活動安排)
  地點：陽明春天心五藝文創園區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19-1號
  ※敬邀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一場米其林級的素食饗宴。

2.7月31日(三)1054次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社長、秘書、各大主委請於11:00
    抵達會場準備總監公訪會前會。
  ※敬請全體社友著西裝、年度領帶
    準時12:00出席例會。

3.8月7日(三)1055次例會
  ◎專題演講：濃縮的財富--
               彩鑽知識分享與鑑賞
    主講人：朱彧緯 老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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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題：社務討論會  主持人：宋明超VP.FrankSung

【 上週出席統計  】
                
108年7月17日 第1052次例會(出席率:80%)
社員: 45人  出 席: 30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Alfa、Archi、Art、Cool、Ichilong、
            Jacky、Lloyds、Peter、Stanley。

友社慶典

台北大世紀扶輪社授證暨社長就職典禮
暨台北大時代扶輪社創社授證典禮
時間：7月26日(五)17:30註冊/18: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B2福華一廳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出席：Land、White、FrankSung、Hummer
        Richer、Fred、Tom、Lloyds、Jeff、
      Jack、Art。

~~~~~~~~~~~~~~~~~~~~~~~~~~
社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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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扶輪公益路跑
時間：09月29日(日)07:00～12:00
地  點：新北市瑞芳國中(出發起終點)
組   別：a.蛇子形親子休閒5K組 / 580元人
              b.猴硐11K組 / 780元人
              C. 三貂嶺21K組 / 880元人
報名截止日：8月20日止
※1.社友暨夫人報名費由社負擔。
    (寶眷及友人自費。)
  2.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 秋季旅遊"外婆的澎湖灣"之旅2019-20
日期： 月8 30日-9月1日(五.六.日三天)
行程：請詳閱”台北永東聊天室記事本”
費用：大人 9150 元
       孩童 6150 元（3-12歲，含12歲）
※費用不含：台北松山機場→澎湖馬公
  機場之機票
※因為旺季機票需提早確定，敬請社友
  寶眷盡速報名!

時   間 : 7月27日(六)14:30-17:00 
主 講人 : 洪振攀  前總監 (PDG J.P.)
           台北西區社 (3481地區)
講    題 : 我的扶輪之路
          兼談現代扶輪的永續經營
費用 ：$ 3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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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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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圓桌會議

RYE訊息
1.Light公子趙偉凱前往美國時間
  7/30(二)09:50/聯合航空UA-872/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2.RYE丹麥交換學生Nicoline抵台時間
  8/18(日)15:00/荷蘭航空KL-807/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3.House公子謝瑋諺前往美國時間
  8/28(三)19:50/長榮航空BR-004/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以上,歡迎有空社友、寶眷前往接送機。

～～
◎永東隊與宜蘭西區社聯誼賽
  時間:8月6日(二)
       上午11:30報到. 12:00開球
  地點:礁溪球場   

時間：2019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舉行。
註冊費用簡述如下，報名網址：
https://2019manilarotaryinstitute.org/
registration/

2019年馬尼拉扶輪亞太研習會

2019-2020 RYE學生出發前社長授旗頒發
獎學金、RYE主委及社當贈送紅包及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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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箱統計 1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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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2屆社刊
~~~~~~~~~~~~~~~~~~~~~~~~~~~~~~~~~~~~~~~~~~~~~~~~~~~~~~~~~~~~~~~~~~~~~~~~~~~~~~~~~~~~~~~~~~~~~~~~~~~~~~~~~~~~~~~~~~

社 友 園 地 周佑民Steve 前社長地 區 來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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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藝術大師 AlbechtDurer有一幅名畫『祈禱
之手』，這幅畫的背後有一則愛與犧牲的故事。

十五世紀時，在德國的一個小村莊裡，住了一
個有十八個孩子的家庭，父親是一名冶金匠為
了維持一家生計，他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

生活儘管窘迫逼人，然而這個家庭其中兩個孩
子卻有一個同樣的夢想。他們是法蘭西斯和亞
爾伯，兩人都希望可以發展自己在藝術方面的
天份。不過他們也瞭解到父親無法在經濟上供
他們兩到藝術學院讀書。

晚上，兩兄弟在床上討論一番後，得到一個結論：以擲銅板決定─勝方到藝術學院讀書
，敗方則到礦場工作賺錢；四年後，在礦場工作的那一個再到藝術學院讀書，由學成畢
業那一個賺錢支持。結果，弟弟亞爾伯勝出。
亞爾伯在藝術學院表現很突出，他的作品比教授的還要好。而當他畢業後，並沒有忘記
他的承諾，立刻返回自己村莊，尋找四年來一值在礦場工作，供他讀書的哥哥法蘭西斯。

他返回家鄉那一天，家人為他準備了盛宴，慶祝他學成歸來。席間，亞爾伯起立答謝法
蘭西斯幾年來對他的支持『現在輪到你了，哥哥，我會全力支持你到藝術學院攻讀，實
現你的夢想！』
親友目光都轉移到法蘭西斯身上，只見法蘭西斯兩行眼淚直流。他垂下頭，邊搖頭邊說
：『不..不....』
他站起來，望著心愛的弟弟亞爾伯，握著他的手說：『看看我雙手，四年來在礦場工作
，毀了我的手，關節動彈不得，現在我的手連舉杯為你慶賀也不可能，何況是揮動畫筆
或雕刻刀呢？弟弟，太遲了....不過看到你能實現你的夢想，我十分高興。』

幾天後，亞爾伯不經意的看到法蘭西斯跪在地上，合起他那粗糙的手祈禱著：「主啊！
我這雙手已無法讓我實現成為藝術家的夢想，願您將我的才華與能力加倍賜於我弟弟亞
爾伯。」原本對哥哥已十分感激的亞爾伯，見到這一幕立刻決定繪下哥哥的這一雙手。

時至四百五十年後的今天，亞爾伯‧丟勒的速寫、素描、水彩畫、木刻、銅刻可以在世
界各地博物館找到；不過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他的『祈禱之手』。

證嚴上人靜思法語：「退一步、讓一步，來成全別人，即是修養，即是修行。」

受文者：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各社踴躍參與及贊助2019-20年度「社區營造委員會」服務計畫系列活動
        之經費，以推動在地遊學在地認同及公益旅行活動系列文化之旅，藉此計畫培
        訓艋舺在地失業青年與翻轉藝術提升陣頭文化，為2020-21世界年會在台北創
        造古城新生導覽及文創藝術演譯獨具台灣精神系列活動。敬邀各社共同贊助成
        為主辦社，敬請查照。                                          
說  明：
一、我們將最具文化底蘊的艋舺在台北古城宣導一系列台北故事城導覽活動計畫，將推
    廣小學在地遊學，讓新住民孩子更了解台灣家鄉文化，培養在地認同與自己的家鄉
    自我改變做起。
二、 推出公益行家活動讓各社或扶青、扶少及姐妹社等在台北古城有更深層的認識與將
    在地商圈透過QR Code 和扶輪據點有各項贊助社資訊與各項活動內容，帶出老店新
    生商圈特色之導覽，並結合各項公益活動達到扶輪人道關懷深耕社區。
    (一)我 們將於11/16和當地NGO組織在艋舺青山王祭推出概念流水席辦桌傳統解說與
        八將畫臉體驗與導覽青山王祭慶典百年意涵。
    (二)我 們將當地陣頭結合表演藝術，透過陪伴與提升創意表演方式讓中輟生等青年
        有更優質的展現模式和正確的價值觀，並在閒餘時間可透過導覽員培訓計畫，
        有更穩定的經濟基礎。
    (三)陣 頭文化愛翻轉，讓艋舺因不一樣的陣頭表演模式行銷自我獨特品牌價值，吸
        引更多的企業或政府與扶輪社的資源平台，自我肯定與改變形象。
    (四)各 項活動內容將會在各社與扶輪據點和地區網站做聯結，贊助社並可享有免費
        導覽陽光例會的機會和贊助社的形象廣告曝光，與媒體訪問的機會。
三、 敬邀各社擔任共同主辦社，並贊助新台幣一萬元，可獲總監獎項10顆星。
四、附件PPT為活動參與內容。
五、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李文森 DG Vincent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黃鈴翔PP Sunny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邱文麗 CP Wendy
                                       社區營造委員會主委      江佳芸 CP Erica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提名2022-2023年度3481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推薦候選人由。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14.030條文規定辦理。
二、總監提名人資格請參閱附件(一)。欲推薦候選人之扶輪社請將所有文件於2019年9月
    18日以前，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1地區服務中心地區選務委員會收 (臺北市復興南
    路1段358號B1)，以寄發郵戳為準。 所需檢附文件如下:
     1. 經社長及秘書簽名之扶輪社推薦函,該推薦書應以在該社例會中提名候選人做成
       決議案之方式提出。
     2. 刊登有本扶輪年度內通過之理事會及全體社員大會同意推薦為候選人之會議記
       錄社刊。
     3. 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格(附件二)並附2吋照片1張, 如有需要可自行使用A4尺寸
       紙張補充個人資料
     4. 候選人本人簽名、蓋章之接受推薦同意書
       以上文件應於截止日期前檢附齊全，且一律以郵局掛號郵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
       準)不接受親自送件。
     5.寄送資料前請再次參考資料審查表(如附件三)，確認上述各項文件齊全後再寄出。
三、謹此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9-20年度
                                       地區總監李文森 DG Vincent
                                       選務委員會主委林秀華 PP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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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17 社長率領社友、寶眷至Taki新社友職場-三空泉農場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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