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段266號)

RID.  3480

社⻑: 周佑⺠Steve   社⻑當選⼈: 姜幸麟Computer   秘書: 宋明超FrankSung  會計: 柯⾦⽔Stainless

節⽬: 李榮周Watt     聯誼: 許慶賢Jeff                             糾察: 王國權Hummer      社刊: 許慶德Chester

                
106年 6月21日 第963次例會(出席率:89%)
社員: 38人  出席: 28人  出國: 2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2人 
缺席: Alumi、Color、Hummer、Panel。 

【 上週出席統計  】

1.7月5日(三) 965次例會
  ◎專題演講:愛是蒙福的源頭  
    主講人:張進益 牧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例會地點:B1牡丹廳

2.7月12日(三) 967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例會地點:1F田園

3.7月19日(三) 968次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例會地點:B1牡丹廳
  ※11:30總監公式訪問會前會，敬請
    各工作計畫主委於11:10抵達會場

4.7月26日(三) 969次例會與職業參訪合併
  地點: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7之1號
  ※時間另行公布，歡迎社友
    踴躍出席。

5.8月2日(三) 970次例會
  ◎專題演講: 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趙偉竣 老師
    邀請人:許慶德前社長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例會地點:1F田園

6.8月9日(三) 971次例會
  ◎專題演講: 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黑幼龍 老師
  例會地點:1F田園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九、⼆⼗屆新舊任社⾧、職員交接典禮
★出席百分百

2016-17⼯作績優獎

★捐款優異

★推薦新社友

★⼯作績優：

◎RYE交換學生姜之怡返國時間:
  7/3(一)16:15/阿聯酋航空EK0366/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台北大世紀扶輪社社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14日(五)晚上18:00報到
地點:君品酒店亮仁廳5樓
地址:台北市承德路一段3號5樓
出席: Steve.Computer.One.Richer.Land.Fred. 
            Diamond.Jeff.Light. Alumi.Richard.。

2016-2017年度   第⼗九卷   第 49期     第964次例會       中華⺠國106年6⽉28⽇(星期三)

註冊組

程序表 節⽬: 唐哲成Antonio       聯誼: 黃信豪Archi             

~~~~~~~~~~~~~~~~~~~~~~~~~~
RYE 訊息
◎RYE交換學生戴紹哲返國時間:
  7/3(一)11:55/國泰航空CX450/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接機後請移駕至桃園大園海霸王
    One備有餐宴。

友社訊息
~~~~~~~~~~~~~~~~~~~~~~~~~~

◎永和扶輪社社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2日(日)晚上17:30報到
地點:水源會館(雙和店)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B1
出席:Steve.Computer.FrankSung.One.Leader.
           Eden.Delica.Georgia.Steel.Watt.Panel.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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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永東扶輪社第⼗九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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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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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度扶輪基⾦捐贈⼈

歡迎扶輪新⾎輪

姓         名：王森榮 Eason

出⽣⽇期：57.09.01

籍         貫：台南

職業分類：律師

服務單位：經典國際法律事務所

                     所⻑

夫⼈姓名：何悅芳

推    薦   ⼈：劉文欽、林正銘

★中華扶輪教育基⾦

★鉅額基⾦捐獻

★根除⼩兒⿇痺

   劉政彥

PP.Richard

 林冠宇

PP.Fred
    許慶德

PP.Chester

  林正銘

PE.Richer

  ⾼聰敏

   Panel

★保羅哈⾥斯之友

   薛松雨

PP.Lawyer

      陳錫泉

 PP.Georgia

    周佑⺠

  IPP.Steve

     王映佳

PP.King千⾦

姓         名：楊厚仁  Bank

出⽣⽇期：62.09.01

籍         貫：台南

職業分類：⾦融業

服務單位：元⼤銀⾏南港分⾏

                     經理

夫⼈姓名：李虹儀

推    薦   ⼈：姜幸麟

姓         名：謝秉辰 House

出⽣⽇期：61.08.10

籍         貫：台東

職業分類：不動產買賣

服務單位：⽇盈不動產

                     經理

夫⼈姓名：李瓊珠

推    薦   ⼈：姜幸麟

姓         名：黃聖諺 Ichilong

出⽣⽇期：77.06.04

籍         貫：台北

職業分類：餐飲服務

服務單位：⼀郎餐飲有限公司

                     經理

推    薦   ⼈：戴林良宇

2017-18年度社⾧、秘書簡介

社         ⻑：姜幸麟 Computer

年           齡： 47

入社⽇期：2004.09.25

職業分類：電腦資訊

服務單位：駿緯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

夫⼈姓名：章勛君

祕         書： 戴林良宇  One

年          齡： 47

入社⽇期：2013.06.28

職業分類：服飾業

服務單位：梵宇國際有限公司

                     負責⼈

夫⼈姓名：胡敏惠

扶輪經歷

2005-06年度 聯誼主委   

2006-07年度 社區服務主委

2007-08年度 公共關係主委

2008-09年度 秘書

2009-10年度 國際服務主委

2010-11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

2011-12年度 秘書

2012-13年度 糾察/ 3480地區網站副主委

2013-14年度 會計/ 3480地區資訊委員會副主委

2014-15年度 3480地區資訊委員會主委

2015-16年度 副社⻑/ 3480地區多媒體主委

2016-17年度 社⻑當選⼈/3480地區多媒體副主委

2017-18年度 社⻑/3481地區多媒體主委

                          3481地區扶輪公益網副主委

                          3481地區網站副主委

扶輪經歷

2014-15年度 節⽬主委   

2015-16年度 聯誼主委

2016-17年度 社區服務主委

2017-18年度 秘書

   陳仕銘

 VP.Land

      林阿珠

    One⺟親

   王國權

Hummer

     ⽩成業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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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幸麟

P.Computer

  李⽊鐸

CP.Leader

     柯⾦⽔

PP.Stain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