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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1-2022年度 第二十四卷 第 6 期 第1142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8月11日(星期三)

1 總監公式訪問(1143例會).
  時間：8月18日(三)
  聯誼19:30
  開會20:00
  線上視訊
  https://zoom.us/j/2029837961
  ※ pm 19:30 點選以上連結進入
  ※敬請全體社友務必準時上線。

8月25日(三)1144例會2.
  時間：8月25日(三)
  聯誼19:30
  開會20:00
  線上視訊
  https://zoom.us/j/2029837961
  * pm 19:30 點選以上連結進入

3.9月7日(二)1145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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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廖文達PDG.Kevin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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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3481

1142次線上例會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 8 月4 日 第1141次例會(出席率:69%)
社員: 35人  出 席: 22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0 人  
未參與線上會議社友:
Archi、Art、Gordon、Hummer、Jack、
King、Light、Ping、Ray、Peter、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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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服務重要訊息

1.2021-22扶輪青年領袖獎(RYLA)：
  *參加資格：
  18-30歲公私立大學(院)、研究所在學
  之學生、社會青年。預計招收80名學員。
  *報名方式：
  贊助社推薦首位報名表網址：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本社為共同主辦社可推薦一位學員，
   有意願之社友子弟請告知秘書。
   報名截止日： 年 月 日110 8 15
 

2.2022-23年度青少年交換計畫(RYE)：
  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已公告，有意願參與之社友子弟請告知
  秘書。
  報名截止日： 年 月 日110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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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爐主：FrankSung 社長
日期：9月17日(五)下午6:00
地點：鉅星匯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28號2樓
※敬邀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國際扶輪⼀瞥

●扶輪社員人數：1,19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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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服團團數：11,682

●扶輪社數：36,932

●扶青社社員人數：220,703

●扶青社數：10,214

●扶少團團員人數：371,749

●扶少團團數：16,163

●社區服務團人數：213,900

時間：8月28日(六)下午14:00~14:30聯誼
      14:30~17:00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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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黃永輝DG APPS 台北信義社
講  題：那些年〜扶輪教會我們的事
費用：社友每人NT$ 300元(如視訊則免費)

※因疫情降為二級會採實體+視訊，
如下列資訊加入 Zoom 會議
https://3481.link/RKC 
會議ID：955 0752 8934 密碼：2122

8⽉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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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重要訊息

1.本社例會時間變更：
  原定每週三例會，自110年9月7日起
  變更為『每週二』12：00-14：00。

3481地區活動訊息

◎五周年公益運動會延期通知
原訂110年10月30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舉辦國際扶輪3481地區五周年公益運動
會，考量疫情尚未解除警戒，為了維護
各位社友及寶眷之健康安全，將延期至
110年12月12日舉行。

◎地區法治教育活動
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種子教師工作坊
日期： 月 日(星期五) 8 20 08:45-17:00
地點： 會議中心 樓 第 會議室IEAT 9  1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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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隊8⽉例賽

日期： 8月19日(四)
時間： 12:00報到、12:30開球
地點： 幸福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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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扶輪線上互動聊天室

時間：每週三下午3-5點舉行
線上Zoom會議： 
https://zoom.us/   
會議 ID：924 2909 7827   
密碼：2122

2.本社例會地點變更：
  自110年9月7日起，例會地點變更至
  『台北福華飯店』 地址：台北市仁
  愛路三段160號。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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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請各社協助推薦「2021-22中華扶輪獎學金」人選，敬請踴躍推薦清寒優秀
         人選，請查照。
說　明：
一、2021-22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自即日起受理推薦，請各社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將申請
    文件寄達地區服務中心。
二、本項深具意義之活動，須由各扶輪社協助方能完成，敬請踴躍推薦『在學清寒優秀
    研究生』且『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完成學術研究及支付學費者』為優先推薦條件
    ，請參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2021-22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
    法」所列之辦法推薦合適人選：
    (1)各 社2021年8月1日起至11月30日前捐款(含認捐承諾)達：
       ◎新台幣二十萬元者，可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新台幣十五萬元者，可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2)冠 名捐款金額比照上述(1)規定辦理，捐款人如要指定特定校(院)系所時，應予
       尊重。
    (3)推 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
        ，視同優先推薦。
    (4)扶 輪社即令捐款未達優先推薦之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得統籌
       全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評選該地區受獎學生 
三、隨函附件：
    1、 21-22中華扶輪獎學金評審辦法 乙份
    2、 21-22 獎學金申請簡章 乙份 
          (1) 中華扶輪獎學金工作行事曆
         (2) 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3) 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書
        (4) 獎學金申請人資歷表
        (5) 申請人家庭狀況調查表
四、敬請查照彙辦。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黃永輝 DG APPS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黃志超 PP Charles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胡東昇 PP Tomson
                                       台灣青年菁英培育委員會主委林志誠 PPJason

受文者：國際扶輪台灣12地區扶輪社
主  旨：函知本會2022-2023年度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開始申請。敬請轉知貴地區國外
         姊妹社或友好社踴躍推薦優秀青年來台留學，以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
說  明：
一、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勵國外青年來台學習華語及台灣文化，本會特設「
     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二、本獎學金係來自台灣十二地區扶輪社友所捐之「統一捐款」。每年名額視各地區之
    統一捐款金額核定。 
三、特此專函，敬請鼓勵 貴地區所屬扶輪社之國外姊妹地區或友好扶輪地區踴躍向 貴
    地區提出申請。
四、同封附上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實施辦法，及英文申請書表各一份謹供備查。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陳 茂 仁
 
 

一、本會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勵國外青年來台學習台灣文化，以具體行動
       邁向國際服務，展現台灣扶輪人的熱情與關懷，特設立「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二、獎學金來源：台灣各地區扶輪社友所捐獻的「統一捐款」。
三、獎學生名額：每年獎助名額視各地區募款金額核定。
四、申請資格：
     1. 非扶輪社員子女，修畢居住地國家公認之大學或專科以上課程，對台灣文化有
       濃厚興趣，年齡在25-40歲間，未滿四十歲之青年。
     2. 須取得國際間之扶輪地區總監之推薦。
     3. 應能在台灣進行一年期的短期研習。
     4. 應符合台灣之大學之入學條件，並經審查合格入學就讀者。
     5. 具有初級中文能力者優先考量。
五、獎學期間：一年。
六、獎學金額：
     (一) 每名每月新台幣二萬五千元整。內含在台就學期間之學分費、住宿費、生活
         津貼，及平安保險等費用。
     (二) 自行購買，居住地與台灣之往返機票費用，(依實際支出金額核定)。限經濟艙。
七、申請及評審辦法﹕
     1.本會於每年八月一日公佈隔年獎學金之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2.申請人取得居住地區總監及總監當選人之推薦，並於十月底前，將申請書寄達
       台灣，擬就學地區之總監辦事處。
     3.初審﹕經台灣各地區總監、總監當選人與中華扶輪基金主委等審核。初審通過
       名單於每年十一月底前送達本基金會。
     4. 複審﹕本基金會於每年十二月中召開之董事會議審核決定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除通知申請人、推薦地區及照顧地區外，並在本會網站公告。
八、獎學金給付辦法： 
     1.得 獎扶輪年度，每年七月至隔年六月，每月新台幣二萬五仟元整之獎學金，將
       按月寄達照顧扶輪社，於例會中頒發。
     2.檢 附購買機票費用憑據，於第一次照顧扶輪社例會中一併頒發。
九、受獎學生須知：
     1.受 獎學生須於領獎年度註冊入學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2.受 獎學生須於領獎年度六月底前取得台灣之大學入學許可。除特殊原因，經本
       基金會同意外，逾期視同放棄本獎學金。
     3.經 各地區總監與地區中華扶輪基金主委初審通過，但不合於入學資格者將不予
       獎助。
     4.得 獎人必須確實完成一年期之學習始得離台，除經本基金會同意外，離台時間
       不得早於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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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得 獎人就學期間應符合就讀大學之生活規範與學習要求。
    6.得 獎人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三學分。全年修滿六學分並取得學分證明，其中至少有
      三學分為華語或與台灣文化相關之課程。
    7.得 獎人應參與照顧地區、照顧扶輪社，及本基金會相關之扶輪活動。
    8. 得獎人將由照顧地區委請一個扶輪社為照顧社，並由該社指派一位社友為其照顧
       社友。
    9.受 獎學生每月應出席照顧社例會至少一次，並領取獎學金。
   10.得 獎人違反我國法令，或未能履行以上約定並經勸導無效者，本會得中止獎助並
      通知原推薦扶輪地區。
   11. 已領取台灣之各種獎學金者，不得重覆領取本獎學金。
   12.受獎學生應於結業回國前，提供對照顧地區及對台灣扶輪之感謝文稿各一篇給
      本基金會刊登，以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X
十、本基金會建議就讀學校如下，必要時得予擴大：
    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台北)
    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國立成功大學(台南)、   
    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國立東華大學(花蓮)。
十一、本辦法經本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6) 承諾書
(7) 獎學金運用計劃書
(8) 系所長推薦書
(9) 扶輪社推薦函書

財團法⼈中華扶輪教育基⾦會台灣扶輪⼤使獎學⾦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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