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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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 第1144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8月25日(星期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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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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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廳】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專題演講： 主講人聯絡中

3.9月21日(二)逢中秋連假休會乙次。

4.9月28日(二)1147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4F【花梨軒】
  ◎社務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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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8月18日 第1143次例會(出席率:71%)
社員: 35人  出 席: 23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0 人  
未參與線上會議社友:
Archi、Gordon、Hummer、Jack、King、Light、
Ping、Ray、Peter、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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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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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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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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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次線上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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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會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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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總監公式訪問會前會 總監公式訪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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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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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Sung(5K)Antonio(5K)
Computer(21K)Ray (21K)
Fred(5K)Jeff(5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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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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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JVDBmqexoErjLpDz9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https://3481.link/R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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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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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 請各社贊助2021-22年度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10000元
說  明： 
一、 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甚鉅扶輪社友受到疫情重大考驗。莫忘扶輪成立初衷，以職業
    服務為立基點，製作推廣扶輪護照APP軟體，統籌五個委員會的各項服務計畫事項
    從 D3481做起，進而擴大到全國12個地區， 讓職業服務成為扶輪社友的職業力量
    與驕傲，內容 扶輪認證.扶輪護照﹒扶輪地圖. 例會資料. 活動資料. 職業分類. 
    主講人資料庫. 社福團體.報名系統. 名片系統. 扶輪商店 等( 消費性 )。
    今年度地區職業服務各委員會全面起動
    1、扶輪職業精神推廣委員會 製作扶輪護照APP認證招牌 主委：CP Sam/台北明志社
        職業倫理與四大考驗推廣,扶輪商店掛牌
    2、職業/產業創新服務委員會—主委：PP Bio/台北社
       3481職業產業創新服務Line群組分享職業產業創新資訊，舉辦相關職業創新資
       訊專業論壇
    3、醫療預防諮詢委員會  主委：PP Bass/台北中興社
        提供社友醫療預防及諮詢服務
    4、休閒及職業聯誼委員會 — 主委 : PP Sasa/台北及美社
       成立各式靜態和動態的活動 促進各分區社友們彼此聯誼熟悉交流
       5、法治教育扎根計畫委員會  主委 : PP Lawyer/台北艋舺社
             強 化社員參與:
       (1)邀請地區各社具律師或教師身分社員等，加入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並參與
         「法治教育向下扎根-種子講師培訓」研習，結訓後至台北及新北市各級學校
          演講。
       (2)參與公民行動方案。邀請各學校報名參加公民行動方案，實際了解如何解決
          法律及政治問題。

二、職業服務 總監服務獎項申請
       1.鼓勵貴社參與並贊助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NT$10000元
    2.本社有10%社員曾參與職業/產業創新論壇系列活動  
    3.本社社員有50%安裝並啟用扶輪護照APP
    4.本社有10%社員加入扶輪商店計畫，提供社友職業服務。 
    5.本社有10%社員(含寶眷)整年度曾至扶輪商店消費。
    6.本社有贊助地區法治教育札根計畫委員會辦理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5000元。
    7.本社有社員參與法治教育札根計畫擔任國中小學法治教育一日職業服務

三、 贊助款請撥冗於8/31(一) 前匯入指定帳戶：
    銀行：國泰世華 新生分行
    戶名：國際扶輪3481地區黃永輝
    帳號：044-03-500718-8
    ※ 匯款請務必備註 ”¨社名+職業 ”? 以利作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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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李文正 PP Ortho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贊助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服務日。
說　明：
一、 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服務日訂於2022年03月19日(星期六) 09:30AM
     ~20:45 PM次日2022年03月20日(星期日) 10:00 AM~17:30 PM於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5號倉庫舉行（原訂時間因場地問題改期）。活動流程草案及相關場地圖詳如附件。

二、 扶輪服務日相關內容及贊助方式如下，謹此敬邀各社共襄盛舉，踴躍認捐。
    1.懇 請每社贊助新台幣10,000元，成為共同主辦社並列為總監獎項計分。
    2.徵 求本地區社友參與職業服務：飲料／輕食等共計6個攤位、免設攤費，無座位
     （烘焙、酒類、咖啡、各式飲料、冰品、香氛…等優先採用）
      甄選條件：現場須無限免費體驗，現場訂購營收歸廠商所有。
      提供時段：am9-12；pm12-16；pm16-20上下午各一場、第一天晚上一場共計甄
      選6至25位社友，參選社友請於111年2月15日前提供計畫供本委員會遴選、遴選條
      件依產品合適度且時段可連續2天為優先。攤位位置圖詳如附件。
      註:有 意報名攤位者請直接與扶輪服務日執行長錫口社PP James 0935630086; 
           Email:jamesher57@gmail.com
    3. 本次扶輪服務日將以為期二日之策展方式呈現，主要將依國際扶輪／扶輪基金會
      ／青少年服務／社區服務／職業服務／國際服務等主題策劃，讓民眾、來賓、寶
      眷及社友得以更加認識扶輪及各社之特色，二日期間亦將邀請重量級講師舉辦聯
      合例會，並請總監頒發最佳人氣攤位及各社最佳出席率獎，以擴大參與。
    4.活 動首晚將邀請依林名模舉辦2022年最新時裝公益秀，並將邀請15位社友擔任扶
      輪名模參與走秀；參與社友僅需贊助2萬元即可獲得「克萊亞KERAIA」自創設計
           師品牌服飾及擔任扶輪名模。當晚募得之所有款項，將由該集團總裁也是本委員
      會主委臺北圓桌社PP JEFF代表將款項以地區名義捐贈國際扶輪PolioPlus基金做
      為根除小兒麻痺之用。
    5.策 展會場同時會展示當代知名畫家畫作，義賣所得款項於活動結餘後將捐助公益
      團體。
       6.本 次扶輪服務日四大核心目標
        扶輪DNA增員日
        扶輪有愛、讓愛轉動
        讓扶輪人更了解扶輪
        對外宣揚扶輪精神

三、 請各社踴躍邀請所有社友、寶眷、親朋好友一同參加。

四、 為便於各項工作準備，請各社於2021 年 9月 30日(星期四)前將贊助回函回覆地區
    服務中心 Email: 。並將贊助款項盡快ri3481@hibox.biz  Fax: 02-2700-5338
    匯入地區帳戶如下:
    戶名： 國際扶輪3481地區
      銀行： 玉山銀行 復興分行
    帳號： 0303940033008

五、 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
                                       地區總監         黃永輝DG APPS    
                                       扶輪服務日主委  林志杰PP JFEE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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