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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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20 期 第1201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1.12月20日(二)120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3樓春夏廳
  ◎專題演講：春聯揮毫
    主講人：PP.Lawrence

2.12月27日(二)1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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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月3日(二)1204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聯絡中
    主講人：詹凌駕老師

4.1月10日(二)1205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5.1月17日(二)120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歲末尾牙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12月6日 第1200次例會(出席率:75%)
社員: 32人  出 席:  19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1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rchi、Cool、Diamond、Hummer、
Ichilong、Light、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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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社員⼤會     主持⼈：黃錦雄Lloyds 社⻑

◎宜蘭西區扶輪社授證38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2月15日(四)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宜蘭花漾婚宴會館
地址：宜蘭市旋流路12號
交通：搭乘遊覽車
※15:30於捷運中正紀念堂5號出口集合

◎中和扶輪社授證40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月6日(五)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狀元樓晶豪宴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出席：Lloyds、Tan、Jeff。

友社慶典

◎關懷偏鄉醫療~捐贈南澳衛生所手持超
音波活動。
時間：12月21日(三)13:00~14:30 
地點：南澳衛生所
地址：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75號
主辦社：新北市大台北扶輪社

◎第六屆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開幕儀式。
時間：12月24日(六)07:40~09:00 
地點：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台北市廣州街6號
主辦社：台北公益路跑扶輪社

◎關懷弱勢團體~八里愛維養護中心 。
時間：1月9日(三)15:00~16:00 
地點：八里愛維養中心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 35 號
主辦社：雙和扶輪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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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1年12月6日(二)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出席：Lloyds、Jeff、FrankSung、Tan、
      Steve、White、Georgia、Fred。
列席：Lawyer、King。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11年10月財務報表。
    說明:附111年10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2025-26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
         本社代表票討論。
    說明:候選人1.黃鈴翔Sunny 2.黃文玥
         WenYue資歷已公告於永東公佈欄。
    決議:經表決通過本社代表票由黃鈴翔
          Sunny獲得。
(三)案由:第25屆社員大會變更章程細則提
         案討論。
提案：
1.因重大疾病長期無法出席例會之社友，
  免收每月例會餐費，改以出席當次繳交
  ，其他應繳社費不變。
2.本社26屆起，社友入社滿2年，方可提出
  申請子女或孫子參加RYE交換派遣。
3.本社26屆起，社友送子女或孫子們到國
  外作交換生者，必須交付新台幣10萬元
  現金到本社指定的銀行帳戶，作為該社
  友履行相對接待國外交換生義務之保證
  ，於該社友完全履行義務後無息歸還。
  如該社友未克履行全部義務，保證金移
  作代為接待社友補助之用。
4.地區總監選舉、推舉侯選人由當屆理事
  會討論決議後公告社友。
決議：通過。4項提案送25屆社員大會投票
       表決，通過後施行。

111年11⽉理事會會議記錄

本月生日快樂

本月結婚周年快樂

黃慧雯PP.Quenny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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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雲海國⼩112年度老榕探索基地營造計畫 紅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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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緣起
 一、新北市雲海國小位於石碇偏遠山區，歷史已達103年，地處大台北翡翠水庫水源保
      護區，所在學區限制開發，長久以來社區人口外流嚴重，為傳承偏鄉教育，積極
      經營學校教育特色，打造本校成為優質且創新的精緻小學，讓就讀學生人數逐漸
      增加，挽救被裁併的命運，故積極向外界爭取資源挹注協助辦學，達成「幸福童
      年在雲海」之理念。
 二、學校所處位置為偏遠山區，學校資源遠比市區學校短缺，為營造給孩子幸福童年
     ，目前亟需要創造戶外遊戲場域，提供孩子多元化探索遊戲的基地。

貳、計畫目的：
 一、落實教育正義，讓偏遠學校學童能獲得特色化、客製化的遊戲場域，透過健全孩
     子的遊戲權，達到健康身心與健全人格。
 二、鼓勵本地之家庭弟子在地學校就讀，並吸引外地學區學生來校就讀，讓學生數穩
     定成長。
 三、教導孩童惜福知福，懷抱感恩之心，日後服務他人與回饋社會，達到善的循環。

參、尋求贊助：
 一、預計向熱心教育之民間扶輪社爭取補助經費，補足公部門不足之處，提供偏鄉學
     校資源挹注。
 二、捐助款專款專用，補助老榕探索基地建置營造。

肆、實施期程：112年2月1日至12月31日止。

伍、學校表現與成長
 一、108學年度新北市生命教育文山分區優等。
 二、109學年新北市東區英語讀者劇場比賽中年級組優等。
 三、109、110學年度新北市健康促進學校優等。
 四、6年來全校學生人數穩定成長，從36名成長已至88名，成長率達144%，突破四五十
     年以來紀錄。預計全校人數將來到穩定狀態，偏鄉少子化現象，各校人數持續減
     少中，本校辦學績效實屬難得。

陸、實施方式
 一、校內組成小組，含教師、學童、家長，集思廣益，結合課程，讓探索基地建置成
     為一個校園公民行動，共同參與，留下共同回憶。
 二、引進民間特色公園聯盟專業諮詢與合作，營造雲海特色的探索遊戲基地。
 三、感謝民間扶輪社捐助經費，工程完成後辦理揭牌感謝會，銘謝紀念永雋長留。

柒、預期效益：
 一、有效提供學生多元遊戲場域與健康體育課程機會，達到學生快樂與安全學習效益。
 二、達成精緻創新小學的定位，健全學校各項功能空間的配置與運用。
 三、校園自然環境再創特色亮點，與社會多元夥伴關係，推廣公益。
 四、成為北部學校自然遊戲基地的模範示範點，永續美感安全。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經費概算表

1.採統包方式施作設計含施工，不含整理場地與樹木修剪。
2.最新特色遊具、客製化，與老榕樹環境融合，自然療癒系
  風格。
3.提供學生肢體靈活攀爬，訓練體能，充滿挑戰。
4.公開招標徵求企劃案，客製化設計，針對本校理念理念風
  格與校園環境設計主題。

老榕探索基地
建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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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總價 說明

800,000

RTN 事由 金額

Antonio
歡迎主講人PP.Queeny蒞臨本

社。
1,000

Fred
歡迎主講老師、祝壽星生日快

樂、結婚周年快樂。
1,000

Georgia 歡迎主講老師、秋季旅遊成功。 2,000

Iven 秋旅成功。 1,000

Jacky 祝太太慧珠生日快樂。 2,000

Lawrence
歡喜Watt前社長結婚42年鶼鰈情

深。
1,000

Lawyer
秋旅圓滿成功，「有食擱有掠，

相當非常十分very much地高興

，奉內人指示，IOU加倍。

2,000

Leader 謝謝大家的祝福，開心過每天． 2,000

Lloyds 歡迎主講老師演講。 2,000

Panel 高興來例會。 1,000

Stainless 祝大家平安健康。 1,000

Steve 歡迎新同學Panel。 1,000

Tan 秋季旅遊大成功，謝謝大家。 1,000

Watt 感謝老婆42年都沒有把我換掉。 1,000

White 歡喜例會。 1,000

李明娟 快樂的慶生會，歡喜見大家。 1,000

黃慧雯 車馬費回捐。 3,000

小計

前期

指定捐款：346,000

合計

24,000

510,500

一般捐款：140,500     

    

486,500

111.12.06

扶輪社的管理機構是依該社章程或細則
規定所成立之理事會。
它對一切社務擁有最終決定權。本於各
社自主的精神，有相當多的社在章程中
訂定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而理
事會則須負責執行。因此，任何社務之
決議或提議凡對本社有強大約束性者，
均建議應先經理事會審議；且在有異議
或對本社影響深遠時，立即召開社員大
會進行議決。
理事任期為一年，為了能夠符合「鼓勵
並培養」的宗旨，各社應積極讓每位社
員都有輪流歷練理事的機會。

理事會職責與輪流歷練理事的重要性

扶輪知識

◎傳承社友加油聖誕晚宴
時間：12月21日(三) 18:00~21:00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4樓艋舺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新社友歡迎晚會
時間：12月30日(五) 18:00~21:00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4樓艋舺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扶輪家庭日-3481鴻兔大展迎新春
日期：2023年1月7日(六) 09:30〜16:00
地點：淡水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1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481地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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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3職業參訪-大振豐洋傘 111.12.03-04秋季旅遊日月潭、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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