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宋明超FrankSung / 社⻑當選⼈:黃錦雄Lloyds / 秘書:唐哲成Antonio  / 會計:周佑⺠Steve

節⽬:柯⾦⽔ Stainless   /  聯誼:黃聖諺 Ichilong         / 糾察:姚通吉 Art            / 社刊:李榮周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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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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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 第1143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8月18日(星期三)

1 8月25日(三)1144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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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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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月14日(二)1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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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聯絡中

4.9月21日(二)逢中秋連假
  休會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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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3481

歡迎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黃永輝DG.APPS蒞社公式訪問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8月11日 第1142次例會(出席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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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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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
采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名譽理事
采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理事
暖東休閒有限公司董事長

扶輪經歷：
2012/04    加入台北信義扶輪社
2013-2014 台北信義扶輪社秘書
2016-2017 台北信義扶輪社社長
            D3480地區獎助金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D3481地區獎助金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D3481地區獎助金委員會主委/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主委/新社員訓練委員會主委/地區年會執行長/
             扶輪日/地區服務團/扶輪基金研習會執行長
2019-2020 第三分區助理總監

扶輪基金：
2014-2015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5-2016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6-2017鉅額捐獻人Lv1/永久基金捐獻人/遺贈協會會員Lv1
2017-2018保羅哈里斯之友協會會員
2018-2019年度鉅額捐獻人Lv2
2020-2021年度鉅額捐獻人Lv3

籍貫：台灣 雲林
所屬社：台北信義社
職業分類：資訊軟體業
學 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
工程系碩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學士

黃永輝 DG.APPS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青少年服務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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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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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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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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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LA青年國際經理人培訓計劃開訓典禮
日期：9月18日(六)
時間：下午2-3點
地點：Zoom線上會議，連結待定

拜會新任中和高中劉淑芬校長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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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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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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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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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敬邀地區扶輪社友/寶眷，扶青社友，服務夥伴及扶輪之友踴躍報名參加國際扶
      輪2021-22年度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 (RPC21 Manila)，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年度(2021-22)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RPC21 Manila)訂於2021年11月26日至11月
     28日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因應疫情關係，將採線上虛擬視訊會議方式舉辦。

二、總監的話：
    加入扶輪，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讓我們自已得以擴展國際視野，增加國際認識，更重
    要的是走出安逸圈。
    十年一輪的2021 年度亞太地區RI 社長會議終於輪回我們地帶，本次的主題是經濟
    發展與環境永續，
    透過全球菁英的主題演講（有中文口譯），掌握全球的脈動，精彩的分組討論讓您
    在討論中建立跨國的扶輪及商業人脈，如果您對全球脈動有興趣，對於建立亞洲區
    域之商業人脈有需求，亦或和我一樣單純只想見識一場十年盛會，欣賞一場國際大
    秀，邀請您與我一起報名參加。
    註冊網址：扶輪社友早鳥價$20，扶青$5 
    https://rpc21.vfairs.com/en/#register
    2021 年度亞太地區RI 社長會議(RPC21 Manila)
    時間：11/26-11/28
    參與國家：東南亞、紐、澳、大洋洲、台灣、港澳、蒙古、中國共19個國家與區域

三、報名費用：早鳥價 20 USD (前 6000 位報名者)，第6001位後報名者正常價28USD，
    扶青社社員及扶輪社區服務團員(RCC): 5 USD

四、註冊方式：RPC21 Manila RI社長會議宣導文件及註冊報名步驟,（參考附件一）
              RPC21 Manila 官方網頁:  https://www.rpc21.ph/
              RPC21 Manila 註冊網頁: https://rpc21.vfairs.com/en/#register

五、個人網路報名： 請參考附件一：第 4 頁_註冊步驟

六、團體填表報名：扶青社社員及扶輪社區服務團員(RCC)享有優惠價格，
    須以“團體方式”報名。各社亦可統一建檔報名參加。
    請參考附件二：註冊步驟&繳費程序。

    附 件：
    1.2021-22年度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 (RPC21 Manila)_邀請函/報名說明(PDF)
    2.2021-22年度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 (RPC21 Manila)_團體報名說明(PDF)
    3.2021-22年度亞太地區RI社長會議 (RPC21 Manila)_團體報名表(Excel)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
                             地區總監黃 永輝 DG APPS
                             RPC21 Manila地區推廣委員會 主委許嫺音 VAG Alicia

3481地區會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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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第二大樓一樓
          -2123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8月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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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月12日(日)09: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

3481_rotary_sports

3481_rotary_sports 
粉絲專頁

賽事項目及報名資格：
A.個人賽 
  –100公尺、400公尺、3000公尺。
    –分男子組與女子組，限社友參賽。
B.團體賽
  –4x100公尺接力
  –3對3籃球
  –羽球雙打
  –分男子組與女子組
C.分區賽
  –1600公尺大隊接力賽，以分區為
    報名單位
D.寶眷個人賽
  –100 公尺、400 公尺
    –分男子組與女子組，限寶眷參賽
E.混合競賽
   –木球接力：4男4女參賽
  –拔河比賽：8男4女參賽
F.松年組健走
  –60公尺健走，限70歲以上社友參加
  ※ 寶眷為扶輪社友之直系血親
     參賽者年齡須滿18歲

國際扶輪3481地區五周年公益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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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1月27日（日）06:00-10:30
活動地點：內湖美提河濱公園 (出發起終點)
a.活力健康組 5K組 
b.奔放自我組10K組 
c.陽光挑戰組 21K組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
已報名：
宋明超FrankSung(5K)
唐哲成Antonio(5K)
姜幸麟Computer(21K)
蔡瑞富Ray (21K)
林冠宇Fred(5K)
許慶賢Jeff(5K)
高聰敏Panel(5K)

國際扶輪反毒暨消除C肝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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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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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pc21.ph/
https://rpc21.vfairs.com/en/
https://rpc21.vfairs.com/en/
https://rpc21.vfairs.com/en/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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