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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題：第二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女賓夕

第六分區活動訊息

●社區服務-新住民識字教育捐贈活動
  時間：9月15日(星期四)PM7:00報到
         7:30典禮開始
  地點 : 南山高中(中和區廣福路41號)
  出席：Georgia、Computer、Stainless、
               Delica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第六分區九社聯合例會
  時間：10月2日(日)下午5:30註冊
  地點：晶豪樓餐廳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職業服務- 職業成就人仕表揚
  時間：10月2日(星期日)PM6:00
        (第六分區聯合例會中)
  地點：晶豪樓餐廳(中和區錦和路388號)
  ※每社推薦一名(以非社友公司為優先)

●賀~林正銘Richer社友元大保全暨元太
  物業喬遷之喜。
  時間：9月19日(一)上午10:00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集成路39號2樓
  

社 友 喜 訊

●歡迎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星野 匠社長率社友來訪                  ●9月慶生會

主題：服務計劃 主講：PE.Stainless 社當  扶知：PP.Peter前社長  聯誼：Richer

上週來賓及友社社友

星野   匠社   長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
池田正孝前社長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
田村純治前社長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
小林   充社   友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 
劉榮州準社友     本社邀請
盧杰輝前社友     本社邀請 
李黃含笑團長     永和東區社區服務團
簡月嬌副團長     永和東區社區服務團 
朱嘉琪同學        大使獎學金參選人
林嘉昊同學       YEP交換學生 
林亭樂同學       中華扶輪獎學金受獎人



時間：7月30日（六）上午 08 :30~ 14 : 00 
地點：新北投小天景豐樓餐廳(新北投捷運站)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700號 
       TEL：2891 9586
出席：Georgia.Computer.Lawrence.Diamond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第一次研習會 時間：2011年8月26~28日（星期五~日）  

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台北市中山北
      路四段16號;Tel:2885-2151)

課程設計：以激勵領導才能、培養優質.世界
           公民、增進人格發展為主軸。 

參加資格：大台北地區大學(專)在學之優秀學
           生(18~23歲)

報名：即日起至2011年7月29日止 (額滿為止)

※歡迎社友鼓勵子弟參與。

國際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時間：8月20日（星期六）上午 8 : 00~ 12 : 00
地點：圓山大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Georgia.Stainless.Richard.Steve

扶輪基金研習會

9月3日(星期六) 
07:20~09:00 集合(四號公園圖書館正門)->
             頭城海邊(備有早餐)
09:00~12:00 烏石港海邊、牽罟(請備短褲、
             拖鞋)
12:00~14:00 午餐->大溪漁港海鮮餐廳
14:00~15:00 Check in->入房小憩
15:00~17:45 控窯、釣魚
17:45~22:00 晚餐、卡拉OK時間、放天燈祈福

9月4日(星期日)
04:30~05:00 morning call->整裝梳洗
05:00~05:30 步行出發
05:30~07:00 龜山朝日(看日出)
07:00~08:00 鄉村早餐
08:30~10:00 知性之旅(園區導覽)
10:00~10:30 退房時間
10:30~12:00 竹木藝DIY
12:00~13:00 午餐->鄉土料理
13:30~15:00 葉拓T恤或環保袋
15:00~16:00 參訪世外桃源-酒莊
16:00~18:00 回程->台北
18:00~20:30 晚餐-上海宴餐廳 

永和社暨永和東區社聯合秋季旅遊

頭城農場豐富之旅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

受文者：3480地區各扶輪社
副  本：地區秘書長
　　　　各分區助理總監、助理秘書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
主　旨：第25屆地區年會時間及地點變更。
說　明：
一.地區年會為年度重要活動，本地區參加社
   友、寶眷、新社友及準社友至為踴躍且有
   逐年增加之趨勢。整體評估後決定本年度
   地區年會地點及時間如下：
   年會時間：
   2012年4月21日(星期六)- 4月22日(星期日)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二.敬請 各扶輪社惠予支持配合，齊力營造新
   氣象的第25屆地區年會。

三.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1-12年度
地區總監                胡俊弘DG David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主委 呂錦美PP May

地區來函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30~14:00    例會地點：怡人園(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15號)

四大考驗

一﹑是否真實?

二﹑是否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精神為可貴事業基礎

，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藉增廣相識為擴張服務之機會。

◆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

  務價值,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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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及社會生活。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

  之聯誼,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1.
  時間：9月16日(五)中午12:30
  地點：祥興樓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2.扶輪知識座談會
  時間：9月17日(六)上午8:00~12:00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B1吉祥廳
  出席：Georgia、Tower、Stainless、
        Diamond、Steve、Richard。 

3.中和、中和東區、雙和社、永和東區
  社聯合例會
  時間：9月21日(三)12:30
  地點：晶豪樓3樓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4.9月28日(三)第685次例會
  ◎社務檢討會
  ◎拍賣會：歡迎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5.第二次登山聯誼會
  日期：100年10月1日(六)
  集合時間：06:30(四號公園圖書館正門)
             ->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午餐：12:20游家莊土雞城(大溪鎮湳仔溝
         7-3號 03-3872077)
                 台七線過百吉隧道右轉1公里

中和福美.中和圓通.新北市社共同例會

～～
                
09月07日 第682 次例會(出席率:81%)
社員: 27人   出席:  20人  出國:2 人
免記:   人   補出席:  人 

缺席社友:Design、Hero、Kevin

          Leader 。

、Chester

～～
雙和隊球訊：

時間：9月15日(四)上午11:00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揚昇球場

  
  

金額事       由RTN

 紅 箱 捐 款 2011.09.07

Computer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並請大家”多 1,000

 喝一點”。  

Diamond 恭喜PP.Lawyer、PP.Chester做阿公。 1,000

Delica 歡喜姐妹社來訪。 1,000

Eden 歡喜秋季旅遊圓滿。歡迎日本姐妹社 1,000

 來訪。  

Fred 恭喜PP.Lawyer、PP.Chester做阿公。 1,000

Georgia 歡迎日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來訪。 3,000

James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 1,000

Jumbo 歡迎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來訪。 1,000

Land 歡喜姐妹社日本中央扶輪社來訪及夫 2,000

 人參加例會。  

Lawrence 歡喜日本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來訪。1,000

Lawyer 歡迎日本姐妹社社友來訪。歡喜兒子 5,000

媳婦很會『做人』，一舉讓我成『公』 

，雖然我本來就是公的。  

Leader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 2,000

Metal 歡喜見到各位青春美麗的夫人。 1,000

Peter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 1,000

Richard 歡迎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來訪。 1,000

Richer 感謝姐妹社來訪及社友生日快樂。 1,000

Steel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很高興見到老 1,000

朋友Frozen。  

Steve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 1,000

Stainless 恭喜PP.Lawyer添金孫、PP.Chester添金 1,000

孫女，日本姐妹社社長及社友來訪。  

Watt 歡迎日本姐妹社來訪。 1,000

李明娟 歡喜社長夫人教我們做包包和蛋糕。 1,000

盧杰輝 好久不見。 1,000

108,000小計

承上期

本期

78,000

30,000

※感謝東京江戶川中央社來訪IOU日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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