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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銀髮人力資源開發博覽會 
一、2016-17 年度地區服務計畫 「銀髮人力資

源開發博覽會」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10:00~15:00 

地點：台北市花博公園爭艷館 (地址:臺北市中

山區玉門街 1號)  

二、本服務計畫 「銀髮人力資源開發博覽會」

活動名稱為「銀髮人才職訓暨就業博覽會」 

(以下簡稱就博會)為全國第一場針對銀髮

人才所舉辦之就博會，亦是勞動部第一次

與國際扶輪共同主辦, 期盼透過本次 3480

地區與勞動部北分署之策略合作建立扶輪

焦點領域服務計畫與扶輪職業服務同時亦

能之扶輪服務計畫新價值與典範。 

三、「銀髮人才職訓暨就業博覽會」主辦單位為

國際扶輪3480地區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指導單位為勞動部, 

邀請各社支持與響應此職業服務計畫活動，

並推薦扶輪社友企業與友善企業共襄盛舉

參與現場設攤徵才媒合，以因應高齡化社

會對勞動力市場影響。 

四、本次地區服務計畫「銀髮人力資源開發博

覽會」，已納入 1617 總監獎項鼓勵， 

敬邀各社共襄盛舉參與贊助及推薦社友公司或

友善企業申請就博會參展。 

五、若贊助社推薦之社友公司與友善企業參展

就博會, 另獲公關電子媒體或報章雜誌平

面媒體等單獨報導促進提昇國際扶輪與貴

社之公共形象則可同時申請公共關係獎

項。 

六、贊助社每社新台幣 5 千元，凡贊助社每社

可推薦五家社友企業或友善企業參加報名

(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 就博會場地及攤

間包含設計與配備由勞動部負責提供，每

家參展廠商為獨立一個 3Mx3M 標準攤間, 

共計100家參展廠商以提供2000個職缺以

上及現場公益服務由國際扶輪3480地區負

責，故參展廠商無需另外負擔任何參展費

用。 

七、贊助社新台幣 5千元，報名與費用繳納截

止日期請於 7月 31 日 
 

近期友社授證時間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受邀 

6/17(五) 

17:30 

君品酒店 

5F 亮廳 

保安社授證

六週年 

組團 

甲級 

6/18(六) 

8:30 
重慶國中 

大稻埕社授

證十九週年 

組團 

甲級 

6/25(六) 

17:30 

喬美餐廳 麻豆社交接

典禮 

組團 

甲級 

3480 地區網站 http://www.rid3480.org 

國際扶輪網站 https://www.rotary.org 
扶輪出版 http://www.rotarian-publication.org 

地區消息 

https://www.rotary.org/
http://www.rotarian-publication.org/


 

 

☆感謝韓警官及陳警官以實例談詐騙手法！ 

☆瑋柔製作了將近一

年在台的生活剪影，

感謝大家的照顧！ 

☆恭喜 6月份生日及

歡渡結婚紀念的社

友及夫人們。 

開會通知 

 

 

 

 
 
 
 
 
 
 
 
 
 
 
 
 
 
 
 
 
 
 
 
 
 
 
 
 
 
 
 
 
 
 

首爾國際年會剪影 

 

 

 

 

重要活動預告 

時間 活動內容 

6/22(三) 

12:30-14:00 

社務行政會議- 

第十五屆工作計畫報告 

6/29(三) 

晚上 18:30 

第十四屆卸任典禮 

地點:天成飯店 TICC 世貿會

館 2F 翠亭餐廳 

7/6(三) 

中午 12:00 

第十五屆就職典禮 

地點: 六福皇宮 B3 永康宮 

 
 

 

2016-17 社員發展及增強講習會 
2016-17 年度『社員發展及增強講習會』，

謹訂於 2016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假台北圓山飯店 10 樓國際會議

廳 舉行。 

本活動列入地區總監獎項社務服務，鼓勵每

社至少 10%社員參加。敬請各社踴躍報名參加。 

此研習會除精闢的專題演講外，更有 Q&A 的

部份，藉由雙向溝通讓大家更能實際瞭解相關

的問題與解決方法，這是一場絕對不能錯過的

精采講習會。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五大服務爐邊懇談會 
時間：6月 8日(三) 18：30 

地點：北區海霸王 712 室 

      中山北路三段 59 號 (民族東路口) 

爐主：社長 SPORTS 

主題：五大服務 

應出席：輪值扶知 PP PROFIT 

        輪值聯誼 ASI  

全體社友 

歡迎全體社友及寶眷參加! 
 

地區消息 



 

 

大龍峒在地報導  

組團麻豆社交接之旅 
公共關係及扶輪家庭委員會訂於 6/25-26

共同舉辦組團麻豆社交接暨台南之旅，敬邀社友

偕寶眷一起來參與! 

時間:105 年 6 月 25 日-6 月 26 日(六、日) 

地點:台南之旅 

集合:7:15 中正紀念堂集合出發 

簡要行程: 

第一天 6/25(六)  

7:15 台北出發→9:00 彰化王功搭牛車到沙灘挖

蛤、吃烤蚵→12:30 午餐【海鮮餐廳】→13:30

參觀品皇咖啡工廠→15:40 飯店 CHECH IN→

17:30 麻豆(麻豆扶輪社交接)→21:30 飯店 DIY

酒粕面膜教學 

第二天  6/26(日)  

7:30 早餐→8:00 出發前往開心農場採果→11:00

參觀奇美博物館→15:00 白河賞蓮→高跟鞋教堂

→18:30 龍潭晚餐→20:30 抵達台北 

住宿:致穩人文商旅。雙人房 3000/間， 

     四人房 4500 

費用:2,700 元/位(多退少補)+房間費。需自費 

     (含遊覽車、奇美門票、保險等) 

名額有限即將截止，請社友及寶眷盡速報名！ 

 

2016 年萬人橫渡日月潭之旅 
活動日期：2016 年 9 月 3 日（六）、9月 4日（日） 

泳渡地點：自日月潭朝霧碼頭出發至伊達邵部落

（德化社），全程 3,300 公尺。 

長泳報名費:NT800/位，以及第二天從伊達邵部

落乘坐遊艇回日月潭大飯店船票，

$100 元。(報名長泳者才須繳費) 

住宿費：日月潭大飯店。 

        雙人房 9,300/間， 

        四人房 12,900/間。(含早餐) 

       *為了讓社友一夜好眠，有充足的

體力，所以安排住宿日月潭大飯店  

旅遊費用：新台幣$2,750/人，包含 

1.交通：兩天遊覽車費 

2.餐食：第一天晚餐 800+10%， 

        第二天午餐 4000+10%/桌。  

3.保險：1,000 萬履約保證，300 萬旅

遊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報名長泳的社友及寶眷請於 6/3 前先繳交切

結書(要親簽)，以利完成報名作業。 

 

 

6 月份高爾夫月例賽 
6 月份高爾夫月例賽時間、地點如下: 

日期：6月 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6:30 集合，7:00 開球 

地點：台北球場 

賽後假球場餐敘。 

敬請報名的社友及寶眷準時報到! 

 

 

HAPPY & SMILE  5 月 25 日 

～共同賀詞～ 

*感謝韓智先警官精彩演講。 

*恭喜 6月份喜慶的社友及夫人。 

1.SPORTS 陳威霖 /$1000 
*溫馨提醒，再次邀請 1.麻豆之旅。 

2.6/8(三)社長爐邊會。祝 平安! 

2.FORTUNE 唐建中 /$2000 
*祝韓國年會行程順利、平安。 

3.VICTOR 翁輝國 /$1000 

捐款報告 

I.O.U.總數                4,000 

承  前  期            1,018,600 

合    計  NT$       1,022,600 

一般捐款 

GOLF 



 

 

扶輪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

於鼓勵與培養： 

 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在各種事業與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之

價值；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

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辦事處:104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12 號７樓之４ TEL:（02）25077409 FAX:（02）25077917  

  

 下週精彩節目預告  

六月八日(三)第 713 次例會 

專題演講 

主講人:許倍維 先生  

講題：跨世代的時尚新娛樂 

現職:天作之合劇場  藝術推廣專任講師   

介紹人:節目委員會 

 

 

 

 

   本週精彩節目  

六月一日(三)第 712 次例會 

專題演講 

主講人:楊  平小姐  
講題：瘋料理 趣旅行 

現職: 民視主持人   

介紹人:TAICHI 

 

 

 

 

 

第 710 次例會(5 月 18 日) 

一、來訪貴賓及友社社友 

1.韓智先警官(主講人) 

2.陳志華警官 

3.伊妮化妝品有限公司賴俊豪先生 

4.俊達美研生技有限公司黃茂庭先生 

5.升聚貿易有限公司業務蔡曜先生 

6.青少年交換學生張瑋柔 

7.CP JAMES 夫人、GEOTECH 夫人 

 

 

二、出席報告 

出席人數  29 人 

補出席 

ACTION, ARLOU, ASI, 
E.S., GEOTECH, 
JOELEE, PETER, 
SAAB, SEVEN  

9 人 

缺   席 
A-HSIAN, CHARLIE, 
DAVID, DENNY, JACK, 
JAY, OLIVER, PHILIPS 

8 人 

請假 
APOLLO, DESIGNER 
GEORGE, HI-TECH, 
JEREMY, WEALTH 

6 人 

社員總數  52 人 
出席率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