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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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期 第1186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8月16日(星期二)

1 . 8⽉23⽇(⼆)1187例會
    時間：12:00⽤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敬請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2. 8⽉30⽇(⼆)第五週休會。

3. 第⼆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1188例會)
    爐主：Tan(組⻑)、Leader、Peter、
    Lawyer、Chester、Watt、Stainless、
    Fred、Steve、Computer、FrankSung、
    Hummer、Light、Archi、Jacky。
   ⽇期：9⽉3⽇(六)18:00
   地點：另⾏通知
   ※敬邀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4. 9⽉6⽇(⼆)例會變更與第⼆次爐邊會暨
    中秋晚會合併舉⾏。 

  

   
   

 
  

 

    
   

   

 

 

         歡迎3481地區總監邱文麗DG.Wendy蒞社公式訪問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8⽉9⽇ 第1185次例會(出席率:65 %)

社員: 31⼈  出 席: 13 ⼈  出國:1 ⼈

免記:  7⼈  補出席: 4 ⼈  

未出席社友:

Antonio、Archi、Art、Cool、Diamond、Jacky、

Hummer、Panel、Ray、Stainless、Tom。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期：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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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報名社友寶眷請準時出席。

   

聯誼活動

◎RYE Inbound法國學⽣Maude 抵台時間：

    8/26(五)06:30/⻑榮航空BR-88 /

    桃園機場第⼆航廈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3-24年度青少年⻑、

    短期交換派遣學⽣甄選送件時間如下，有意

    願之社友請告知社⻑、秘書或顧問主委

    White協助辦理。

   時間：2022年7⽉19⽇(⼆)～10⽉28⽇(五)

   ※10⽉28⽇(五)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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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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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隊 8⽉球訊

⽇期： 8⽉18⽇(四) 12:00報到、12:30開球

地點： 桃園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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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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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創新網路社

邱文麗 DG Wendy

扶輪經歷

2022-23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

2022-23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當選⼈

2020-22 台⽇國際扶輪親善會執⾏⻑

2020-21 台北國際年會友誼之家執⾏⻑

2021       台北地區創社社⻑聯誼會會⻑

2020-21 國際姊妹地區委員會主委

2019-20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8-19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7-18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主委

2017-18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執⾏⻑

2016-17 第⼗⼀分區助理總監

2016-17 社⻑當選⼈訓練會(PETS)主委

2015-16 總監⽉刊 主委

2014-15 台北創新網路扶輪社社⻑

2013-14 台北創新網路扶輪社創社社⻑

2013-14 翡翠衛星扶輪社創社主席

1999-20 翡翠扶青團創團團⻑

國際會議出席經歷

2021-22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新加坡) 

2021-22 ⾺尼拉RI社⻑會議

2021-22 休⼠頓國際年會 

2020-21 台北國際年會

2019-20 夏威夷國際年會

2018-19 韓國D3610地區年會

2015-16 第五屆台⽇親善交流會

2015-16 國際扶輪韓國⾸爾年會

2015-16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尼拉) 

2014-15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沙巴) 

2014-15 國際扶輪巴⻄聖保羅年會

2014-15 國際扶輪2700地區地區年會

扶輪基⾦捐獻
Arch C. Klumph Society Member(AKS) 

Major Donor 鉅額捐獻 Level 2

保羅哈⾥斯捐獻 PHF+8

實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梵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私立東吳⼤學 ⽇文系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

⾼級中學 傑出校友

2022-23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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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訊息 歡迎扶輪新⾎輪
姓        名：鍾紹彥 

RTN          : Frank

年        齡： 47歲

籍        貫：台北市

職業分類：餐飲業

服務單位：主廚先⽣連鎖/總經理

推  薦  ⼈ ：黃錦雄 社⻑

RYE重要訊息

2022年度阿布達比地帶研習會將於2022年

12⽉2-4⽇在Yas Island, Abu Dhabi舉⾏，

敬請各社⿎勵社友及寶尊眷踴躍報名參加。

R I 訊息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5屆社刊
~~~~~~~~~~~~~~~~~~~~~~~~~~~~~~~~~~~~~~~~~~~~~~~~~~~~~~~~~ ~~~~~~~~~~~~~~~~~~~~~~~~~~~~~~~~~~~~~~~~~~~~~~~~~~~~~~~~~~~~~~~~~~~~~~~~~~~~~~~~~~~~~~~~~~~~~~~~~~~~~~~~~~~~~~~~~~

地區來函

紅箱捐款統計

社友園地

受文者：各扶輪社社⻑、各衛星社、各扶青社及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敬 請  貴社惠予贊助2022-23年度地區第七焦點領域環保項⽬計畫，新台幣陸仟元整，並

              參與分區聯合淨灘活動，以實際⾏動愛護我們的⼟地，並獲得總監獎項表彰。

說　明：

⼀、 國際扶輪扶輪為了強化⾃然資源保育與保護，促進環境永續發展，加強⼈與環境和諧共處。

        因此2022-2023年度選擇關⼼海洋議題為出發，發起海洋較『淨』的淨灘活動。

⼆、 海洋較『淨』的淨灘活動計畫如下

         1. 參與種⼦培訓計畫，了解海洋對我們的重要性、淨灘⼯作流程、如何統計我們淨灘後的成

            效並分享國際等。(參與⼀場具有知識性及⾏動⼒的培訓計畫,讓您從意義⾯，深刻體會淨灘

            與您想像中的不同)

         2. 參與分區或各社淨灘⾏動，實際採取⾏動並了解海洋相關議題。

         3. 透過國際ICC淨灘組織的淨灘垃圾分類表，於年度結束前與台灣各淨灘單位彙整全台淨灘資

             料，上傳國際組織後，並有機會影響台灣制定或修正現⾏的垃圾回收政策。

         4. 透過垃圾撿拾APP紀錄，隨時在⽣活中記錄⾃⾝守護環境的具體作法。

         5. 年度分區垃圾撿拾APP成效表現優異者將另外獲得總監特別獎項表彰。

         6. 於淨灘或撿拾垃圾過程中，拍攝 people of action 照片或影片，廣為宣傳週知，並可分享

            於個⼈或是扶輪社社群中，投稿總監⽉刊或是扶輪⽉刊，以發揮更⼤影響⼒。

三、 贊助參與說明

         1. 各社同意贊助6,000元，將款項捐贈⾄指定帳⼾。

         2. 各社社友加入第七焦點LINE群。

         3. 3481地區主委與副主委可受邀前往贊助社免費進⾏海洋環境議題演講，可於第七焦點

             LINE群中（ ）講師邀請進⾏聯繫。https://lin.ee/JRa24H0

         4. 贊助社可派1-2名社友免費參與8/26(五)或8/28(⽇)海洋教育種⼦訓練體驗會，可於第七焦

             點LINE群中訓練會中報名。(非贊助社將需⾃付費⽤1200/⼈)

             活動場地：基 隆和平島公園-ISO20121亞洲第⼀取得國際永續活動認證國家景點

             09:00 - 10:00  台北火⾞站遊覽⾞接駁出發前往基隆和平島

             10:00 - 12:30  和平島海洋淨灘⾏動體驗

             12:30 - 14:00  在地食材環保餐盒 

         5. 各分區/各社如欲安排淨灘，可先上觀光局北海岸及觀⾳⼭國家風景區『我愛淨灘』網站登

             錄淨灘⽇期地點， 10⼈以上，即可於活動前7個⼯作⽇辦理申請，北觀處接受淨灘申請後，

             將由專⼈現場發送淨灘⼯具及引導，並聯繫環保局清潔隊協助垃圾載運事宜。

             https://theme.northguan-nsa.gov.tw/cleanup/beach/index.aspx

          6. 淨灘活動結束後，填寫國際ICC表格，並同步登錄在第七焦點LINE群中上傳成績與照片，

             填報⼈數與相關資訊。

          7. 個⼈⼿機下載Pirika垃圾撿拾APP，各社與個⼈皆需要設定帳⼾,取名規則與使⽤請參考第

             七焦點LINE群中使⽤APP內的說明。

          8. 詳細計畫或各分區比賽加權積分，請參考第七焦點LINE群中計畫說明。

          9. 相關細節詢問可 LINE 洽第七焦點領域委員會主委 PP Koji (LINE ID:kojiflee) ；副主委第

              ⼀分區錫⼝社社⻑書⼦(LINE ID:book0703)。

四、 本計畫為總監獎項⿎勵贊助與參與的服務獎項，請參閱總監獎項。

  

                                                                                          地區總監邱     文麗DG Wendy

                                                                                          服務計畫委員會 主委謝  慧蓉PP Risa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 委李  天輔PP Daniel

                                                                                          第七焦點領域委員會主 委福 原康児PP Koji

14:00 - 16:00  和平島下潮間帶VIP體驗

16:00 - 17:00  遊覽⾞回台北火⾞站

時間：111年8⽉9⽇(星期⼆)

地點：福華飯店

出席：Lloyds、FrankSung、Tan、Georgia

            、Fred、Steve、Ichilong。

列席：Lawyer、Chester、Watt、Computer。

◎討論提案：

(⼀) 案 由：請討論111年7⽉財務報表案。

說 明：附111年7⽉財務報表。

決 議：通過。

(⼆) 案 由：請討論例會變更案。

說 明：1.原9/6例會變更與9/3第⼆次爐邊會暨

                 中秋晚會合併。

             2.原9/20例會變更與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合併。  (9/20晚上、地點未定)

決 議：通過。

(三) 案 由：請討論蔡松源Diamond社友申請退

                     社案。

說 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 議：理事⼀致決議予以慰留。 

(四) 案 由：請討論鍾紹彥先⽣申請入社案。

說 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 議：通過。依規定發入社同意函給全體社友。

(五) 臨時動議：

 1.碧潭社邀請本社參與聯合服務-三峽區建安國

    ⼩樓梯及露天區地磚更換⼯程，配合款⼀萬

    元，待完⼯落成後再邀請社友參與。

八⽉理事會會議記錄

RTN 事由 ⾦額

Computer 歡迎主講劉校⻑蒞社。 1,000

Lloyds 歡迎AG、VAG劉校⻑蒞臨本社。 2,000

Steve 指定捐款-雲海國⼩社區服務。 10,000

AG.Jason 歡喜訪台北永東社參與例會。 2,000

VAG.Jason 歡喜參加永東社例會。 1,000

⼩計

前期

指定捐款：81,000

合計

16,000

144,000

⼀般捐款：47,000           

    

128,000

不錯的文章(轉載)

回不去的叫“望鄉“，到不了的地⽅叫“夢鄉“

，偶⽽可以去⾛⾛的是‘故鄉’  ………………

餓了，你有⼀塊餅，你比我幸福，但會分⼀半給

你的，這叫“兄弟“；

分三分之⼆給你的，這是“情侶“；

全部給你的，這是你“⽗⺟“。

但把餅藏起來，說他也餓了，這是“社會“。

朋友是“雨衣“，就算晴天時想不起，雨季也會

陪伴你；

同事是“戲服“，就算臺上穿得再入戲，台下也

要脫下去；

情⼈是絲綢“睡衣“，就算再華麗，也不常穿出去；

夫妻是“粗布衣“，就算不美麗，也能遮風擋寒；

兒女是“貼⾝內衣“，舒服不舒服，⾃⼰⼼裡知曉；

⽗⺟是“老棉襖“，雖不時尚甚⾄粗笨，但卻最

護體最溫暖……

會“Line“ 給你的⼈，⼀定是⼼裡有你的⼈…

~~~~~~~~~~~~~~~~~~~~~~~~~~
11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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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09 劉世和校⻑精彩演講111.08.10 歡送RYE Outbound姜正浩同學赴德國。

許慶德PP.Chester

https://lin.ee/JRa24H0
https://theme.northguan-nsa.gov.tw/cleanup/beach/index.aspx
https://theme.northguan-nsa.gov.tw/cleanup/bea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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