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黃錦雄Lloyds   / 社⻑當選⼈:許慶賢 Jeff     / 秘書:陳仲捷 Tan    / 會計:⽩成業 White

節⽬:黃聖諺Ichilong      /  聯誼:蔡能欽 Cool        / 糾察:林冠宇 Fred      / 社刊:陳錫泉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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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2 期 第1181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7月12日(星期二)

1.7月19日(二)118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專題演講：創業投資相關知識
    主講人：王生睿 先生

2.7月26日(二)1183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

3.8月2日(二)1184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福華廳三區】
  ◎專題演講：RYE Outbound行前報告
    主講人：姜之浩同學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8月9日(二)1185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4樓【花園大道】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5.8月16日(二)118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3481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今⽇主題：社務⾏政會議       主持⼈：黃錦雄 Lloyds社⻑

【 上週出席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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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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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7月5日 第1180次例會(出席率:87 %)
社員: 31人  出 席: 24 人  出國:2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0 人  
未出席社友:
Art、Diamond、Hummer、Light。

地區訊息

◎ - 青少年交換 接待社、輔導顧2022 23 RYE
問暨接待家庭講習會

7 24 ( )08:30-17:00 時間： 月 日 日
- 201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教室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出席：社長、 顧問主委、第 、 、 接待RYE 1 2 3
      家庭的接待父母。

◎2022-23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間：8月21日(日)09:00-20: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地址：台北市植福路8號
出席： Lloyds、Jeff、Tan、Cool、Archi
       、Ichilong、Jacky。
※敬請以上人員準時出席。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日期：9月18日（星期日）06:00〜09:00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出發) 至 台北市政
       府前廣場(終點)
報   名費：活力想像組 5K組 / 600元人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地區公益自行車活動於2022/10/20-23
10/20( )共四天三夜，向南騎行東台灣， 四

出發 將於台北市關渡碼頭舉行啟程儀08:00
式，歡迎各社社員以及寶尊眷踴躍參加。

2022 2022◎ 年度阿布達比地帶研習會將於
年 月 日在12 2-4 Yas Island, Abu  Dhabi
舉行，敬請各社鼓勵社友及寶尊眷踴躍報
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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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3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30日(六)18: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F
※社長作東，敬請全體社友、夫人準時
  出席。

◎社友缺席例會補出席方式：
凡參與地區、友社扶輪會議或聯誼活動
等都可記補出席乙次，請將出席證明或
照片傳給Sandy登記以利統計出席率。

紅箱統計
1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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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訊息

◎大雙和隊7月例賽暨新舊任會長交接。
時間：7月21日(星期四)
      11：30報到、12：00開球
地點：大溪球場
晚餐：2樓明園
※歡迎社友、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聯誼活動

7月慶生會

 1.RYE Outbound學生姜之浩赴德國時間
    8/10(三)21:30/阿聯酋航空EK-367/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 Inbound法國學生Maude 抵台時間
    8/26(五)06:30/長榮航空BR-88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2022-23RYE交換學⽣航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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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N 事由 金額

Computer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35,000

Eden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5,000

FrankSung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10,000

Jacky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5,000

Lloyds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10,000

Ray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5,000

White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5,000

李明娟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5,000

林月照 指定捐款-DEI扶輪日園遊券。 1,000

劉麗滿 交接圓滿成功。 2,000

戴林良宇 歡慶社長榮任，祝社運昌隆。 10,000

DG.Wendy祝社長交接圓滿成功。 3,000

小計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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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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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受文者:各接待社的社長、青少年交換主委、輔導顧問、各接待家庭
主 旨：敬請出席2022-23 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家庭講習會
說 明： 
一、2022-23 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家庭講習會，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7月24日（週日）08:30-17:00 (09:00 開始,午餐供應便當)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201 教室報到。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捷運科技大樓站下，走路約10 分鐘） 
    議程請見附件1；交通位置圖請見附件2 
    為使交換計畫接待事務順利圓滿，敬請貴接待社社長、青少年交換主委與輔導顧問
    ，第1、2、3 及預備接待家庭的接待父母雙方撥冗出席。
    ※接待社社長/社長當選人/副社長之一，敬請務必出席。
    ※青少年交換主委/接待輔導顧問之一，敬請務必出席。

二、為建立青少年交換計畫輔導顧問(派遣及接待顧問)認證制度，請鼓勵社友參與此次
     講習會以培養儲備擔任各社及地區青少年交換計畫輔導顧問人才。

三、 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 地區2022-23 年度
                                           總 監 邱文麗DG Wendy 
                                           青少年服務主委林仁祥 PP Print 
                                           青少年交換主委郭育嘉 PP Kevin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及社長
主 旨：敬請貴社贊助本地區2022-23年度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RYE)
說 明： 
一、本地區今年的青少年交換計劃情形如下： 
     a.本年度將有13名外國學生於8 月底陸續來台，進行為期10個月的交換。 
     b.本地區13名派遣學生將於7月中旬起出發至各接待國進行為期10個月的交換生涯。

二、扶輪青少交換計劃(RYE)為國際扶輪青少年服務的重要服務計劃之一，贊助地區RYE
    委員會活動－新台幣兩萬元整，可列入地區總監獎之獎項。

三、2023-24年度長期、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預計於本年度7月19日(二)公告，歡
    迎各扶輪社踴躍推薦適合之人選參與此一有意義的計劃。

四、懇請貴社一本往年服務熱忱，繼續支持此項極有意義的青少年服務計劃。

五、如蒙捐助此服務計劃，敬請將贊助款匯至本地區指定帳戶． 

六、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總 監 邱文麗 DG Wendy 
                                           青少年服務主委林仁祥 PP Print 
                                           青少年交換主委郭育嘉 PP Kevin

 

第24、25屆社⻑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111.7.5 於台北福華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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