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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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度 第二十三卷 第4期 第1093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7月22日(星期三)

1 2020-21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White社長
  時間：7月25日(六)下午6:3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和平店)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2.7月29日(三)第五週休會乙次。

3.8月5日(三)1094例會
  ◎專題演講:成功的人格特質_談管理
    (巴菲特篇)
    主講人: 高志斌 教授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原8月12日(三)例會變更與宜蘭西區
  社8/15聯合例會。
  
5.台北永東社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時間:8月15日(六)下午5:3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濱江店)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7.8月19日(三)1096例會
  ◎總監公訪
  ※社長秘書五大主委請於
    11:00抵達會場召開會前會
  ※全體社友著正式西裝佩"
    年度領帶"12:00準時出席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7月15日 第1092次例會(出席率:72%)
社員: 39人  出 席: 25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Light、Chan、One、Cool、Art、Land
           Lloyds、Peter、Hummer、Sam、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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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白成業White   社長當選人:宋明超FrankSung  秘書:許慶賢Jeff   會計:林冠宇Fred

節目:陳仲捷Tan         聯誼:謝秉辰House                 糾察:蔡能欽Cool 社刊:周佑民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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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日主題：社務討論會    主持人:黃錦雄Lloyds 副社長

七月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 109年7月15日(三)PM2:00
地點： 台北福容飯店
出席： White、FrankSung、Jeff、Ray、
       Fred、Georgia、Tan。
列席：House、King、Watt、Computer。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陳仕銘Land前社長申請
           退社案
    說 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 議：暫擱置。
(二)案 由：請討論陳西川先生申請入社案
    說 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 議：通過。
(二)案 由：請討論高聰敏前社友申請再入
           社案
    說 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 議：通過。

2020/7/18於中和高中舉行2020-21 台北永東扶少團團慶

紅箱統計                           2020/7/15

永東扶少團紅箱統計  2020/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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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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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俊德老師精彩演講

日期：11月1日（日）06:00～10:00
地   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 (出發起終點)
費  用： a.休閒3K組 / 500元人
               b.競賽12.5K組 / 800元人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8/17報名截止。

2021臺北國際扶輪世界年會萬人
反毒公益路跑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3屆社刊

地區來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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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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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 新台幣貳萬元整
說  明：
一、 國際扶輪3481地區持續推動偏鄉英文教育計畫，2020-21年度即將邁入第五年，
    累計受惠的學生已超過 6,000人次。這個計畫讓新北與臺北市高中學生擔任大學
    伴，透過視訊教導偏鄉小學學生( 小學伴)英文，讓小學伴在大學伴陪伴下，勇於
    開口說英文，增進英語能力與打開英語學習的機會之門；大學伴則在這項服務計
    畫中，學習到服務他人、對社會付出與培養自我責任感。而扶輪社則可藉由參與
    偏鄉英文教育計畫，凝聚社友的感情與服務熱情，深入了解偏鄉學校的多元特色
    及需求，開展相關服務計畫。
二、 鼓勵貴社參與並贊助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NT$ 20,000元 (列總監獎項重點加權
    計分)，成為偏鄉英文教育計畫共同主辦社。
    邀請  貴社社友加入地區偏鄉英文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或大小學伴專委，積極
    服務偏鄉學童。並邀請  貴社共同主辦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與偏鄉英文教育計
    畫年度大型成果發表會。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為總監獎項鼓勵參與的服務獎項之一
    ，詳參總監獎項說明。
三、 參加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的大小學伴們，感謝歷年來支持本計畫的各扶輪社，也懇
    請各社繼續支持並贊助本計畫，偏鄉英文教育計畫絕對是值得  貴社參與的社區
    服務計畫。
四、 為使偏鄉英文教育計畫能順利在2020年9月開學時啟動，懇請 貴社能於109/8/31
    (一) 前將贊助款匯入地區指定帳戶。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黃鈴翔 PP Sunny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劉忠烈 PP Jack
                                      偏鄉英文教育委員會主委  沈維斌 IPP Benny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 邀2020-21年度職業休閒聯誼同趣開班招生由。 
說  明：
一、 為促進本區各分區社友彼此熟悉同趣交流，邀集更多興趣同好之社友一起歡樂聯
    誼服務，讓大家有個更增進友誼之園地。
二、即日開班招生
     1、花藝設計班：A班(每周三下午)，B班(每周三晚上)，10堂課費用：7000元 本年
        度有效。
     2、魅力塑身肚皮舞班：每週四晚上，10堂課費用：3000元
     3、紅學班: 每月第三週周二晚上，六堂課費用：2100元
     4、彪悍籃球班：每週六下午，十堂課費用：2800元
     5、墨藝書法班：每週五晚上，十二堂課費用：3400元
二、 課程EDM請參閱附件
    ※ 名額有限，請儘速逕行上網報名以免向隅 https://supr.link/7uQuh 
    敬邀 踴躍報名參加。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賴志明 DG Jimmy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黃鈴翔PP Sunny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陳素貞PP Susan
                                      休閒及職業聯誼委員會主委李孟娟 IPP Nancy

受 文 者：本地區扶輪社社長、秘書、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 
主 旨：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2021-22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事由
說 明： 
一、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長期交換計劃，目的在於培養青少年之國際觀及獨立人
    格，透過與各國扶輪接待家庭共同生活，除學習該國語言外，亦可藉由實際體驗
    接待國的風俗習慣與文化民情，進而促進國際瞭解與親善。 
二、2021-22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及程序請參考附件說明，或至本地
    區網站http://www.rid3481.org ，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RYE)』→『RYE派遣申請』中查詢相關細節。 
三、報名方式 
     1.請詳閱2021-22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請至本地區網址 http://www.rid3481.org 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
       交換委員會(RYE)』→『RYE派遣申請』→見『4-2申請辦法』項目 
     2.準備文件如下： 
       (1)下載『中文申請書』表格 － 見『4-3申請書』項目 
       (2)『中文申請書』須附上兩吋學生照兩張，最近二年在學成績單一份(成績單
           上須註明學生出缺勤紀錄、導師評語和學校關防)、托福測驗成績單以及體
           檢表一份，以上文件均為正本。   
       (3)最近3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須包含派遣學生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4)接待家庭預定表(含接待家庭接待外國學生房間照片)。 
       (5)申請案需經派遣扶輪社理事會同意，報名程序請參照以下步驟： 
           A.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之申請者，請將中文申請書正本一份送交推薦社辦
             事處，須經由推薦社先行甄試後，再將甄試報告、理事會同意函連同中
             文申請書掛號郵寄至『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B.另請將填寫完成之中文申請書電子檔(非掃描檔)Email到本地區青少年交
             換委員會信箱。 
       (6)『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D3481地區網站：http://www.rid3481.org/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7號11樓之1 
           電話：(02)2775-5180 傳真：(02)2700-5338 
           中文申請書原始電子檔請Email到以下信箱 
            D3481地區E-Mail：rid3481rye@gmail.com 
       【註】申請者只能選擇長期交換或短期交換其中一項報名，請自留備份，重覆
              申請恕不受理。 
四、隨函附件: 
    附件一：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二：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三：國際扶輪3481地區交換學生托福考試辦法(托福考試將納入甄試成績) 
    附件四：TOEFL ITP網路報名步驟 
    附件五：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長期交換計畫中文申請書 
    附件六：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中文申請書    
    附件七：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交換派遣學生甄試評分標準  
    附件八：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長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甄選流程 
    附件九：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長期派遣學生行事曆 
    附件十：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短期派遣學生行事曆 
五、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總 監 賴志明 DG Jimmy 
青少年服務主委 林美莉 PP Mely 
青少年交換主委 郭育嘉 PP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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