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知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姜幸麟Computer 社長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請各社協助配合及參加「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相關活動」事由。
說  明：
一、為支持臺北市舉辦世界級國際賽事、提升國家知名度、並為臺灣選手加油，  誠摯
    邀請各社透過地區以大宗團購方式購得世大運賽事優惠票劵。地區將彙整各社世大
    運賽事購票需求後，向售票機關以大宗團購方式購得推薦賽事優惠票劵，讓社友能
    以最優惠的價格觀賞精彩賽事。推薦賽事、優惠票劵價格、購票登記及匯款方式等
    資訊如<附件一>。

二、誠摯邀請各社參加由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之「812妝遊嘉年華踩街」活動。
     1、訂於106年8月12日(星期六)下午2時，舉辦熊蓋讚親善團「812妝遊嘉年華踩街」
        活動。號召臺北市親善團、市民朋友及外國友人一同參與同歡，展現多元繽紛
        的異國情調，為臺北世大運加油暖身！活動流程如<附件二>。
     2、活動內容包含：
        (1).妝扮遊行：誠摯邀請各社自行規劃以展現各社自我特色、發揮創意裝扮的
             方式參加，在宣傳世大運同時，也增加各社的能見度；
        (2).花車提供：不管你是豪華賓士、帥氣重機、五光十射小貨卡、時尚自行車
            或是創意三輪車，只要巧思設計的花車，歡迎來參加812妝遊嘉年華踩街。
     3、為感謝各社的參加，凡報名參加本活動，地區將免費提供500件世大運POLO衫
        予參與社友，採先完成活動報名及登記者為優先，送完為止。活動報名表及
         POLO衫登記表如<附件三>。

三、敬請各社將購票登記表填妥後，於2017年7月21日前EMAI或傳真回覆至地區辦公室  

四、為鼓勵各社參與地區團購方式購票支持世大運，凡登記購買達優惠後金額10000元
    票劵之社，將列入總監特別獎項目表揚。凡登記參加「812妝遊嘉年華踩街」活動
    人數達該社1/3社員數或超過15人(含親屬/朋友)之社，將列入總監特別獎項目表揚。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台北世大運推廣委員會主委 王永生 Eternity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請2017-18年度各社編列每位社友NT$1,000捐款，以贊助2021台北國際扶輪
        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HOC)。
說  明：
一、2015年5月31日於巴西召開的RI理事會已經決議通過台北市成為2021國際扶輪年會的
    主辦城市；將於2021年6月13-16日於台北市南港展覽館一館及二館舉行，預定將有
    35,000-40.000 位參加。

二、感謝各社社長於2017年3月25-26日的社長當選人訓練會中決議，通過在2017-18年
    度編列各社預算時，加入每位社員新台幣1,000元的捐款來贊助2021台北國際扶輪
    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HOC)。

三、其他相關說明請參閱2021台北國際扶輪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主委謝三連前理事PRID
     Jackson的公文信函JK-1033(如附件)及28位2013-14年度台灣七個地區總監、總監
     當選人、總監提名人、指定總監提名人給RI的英、中簽名信函(如附件)。

四、敬請各社以7月1日報給RI的社友人數為準，乘上每位新台幣1,000元之金額 

五、再次感謝各位社長及全體社友的支持及配合。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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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社是甚麼組織?它對社會與國際產生
甚麼影響 ?

有為的年輕人，你應該加入國際社團， 
30歲以前加入扶輪青年團，
30之後參加扶輪社。

加入扶輪社組織的理由：
1.百年國際社團，運作機制穩定持續，可
  跨社補出席，增進友誼，不拚酒，不比
  財富，重視家庭。

2.增進國際親善友誼，扶輪社國際服務幫
  助各國弱勢族群，解決水源，識字，教
  育，生活環境等問題，贏得國際友誼。
  且台灣扶輪社友出力甚鉅，在國際扶輪
  社貢獻地位崇高，開會用國旗，網站用
  中文(即將)，正式公文書用中文，年輕
  人應該接棒為台灣繼續培養國際友誼，
  贏得世界尊敬。

3.扶輪社友內英雄群集，各行業頂尖人士 
  ，關懷土地人文理念一致，職業品德信
  仰崇高，願意牽成後進，是年輕人結識
  人生三大重要朋友的組織 (年長有智慧
  的朋友，不同行業不同觀點的朋友，比
  自己有經驗與成就的朋友)。   

七⽉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7月12日下午2:00
地點：福容飯店1樓田園
出席：Computer、Steve、Richer、Georgia、
            Hummer、Peter、One、Chester。
列席：Jeff 。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楊政權先生申請入社案
說 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 議：通過。

    

訃聞

本社創社社⻑李⽊鐸  CP.Leader  慈⺟

李媽游老夫⼈慟於 106年7⽉7⽇ 仙逝

，享壽87歲。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

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106年7⽉26⽇上午9:30

公祭地點:員⼭福園803禮廳

地址:宜蘭縣員⼭鄉湖東村蜊埤路27號

 

現行RI的扶輪月

參加台北大世紀社社長交接典禮

_________________

～～
◎永東隊8月賽 
  時間: 8月1日(二)上午11:00集合、
        11:30開球
  地點: 礁溪球場
  餐廳: 宜蘭悅川酒店
  地址: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123號



社⻑: 姜幸麟Computer    社⻑當選⼈: 林正銘Richer    秘書: 戴林良宇One    會計: 許慶德Chester

RID.  3481

節⽬: 唐哲成Antonio         聯誼: 黃信豪Archi                   糾察: 黃錦雄Lloyds    社刊: 張國端Alumi

2016-2017年度   第⼆⼗卷   第3期     第967次例會       中華⺠國106年7⽉19⽇(星期三)

社⻑: 姜幸麟Computer    社⻑當選⼈: 林正銘Richer    秘書: 戴林良宇One    會計: 許慶德Chester

節⽬: 唐哲成Antonio         聯誼: 黃信豪Archi                   糾察: 黃錦雄Lloyds    社刊: 張國端Alumi

1.2017-18第一次爐邊會
  爐主:Computer社長
  時間:7月22日(六)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之1
  ※敬請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2.7月26日(三) 968次例會(職業參訪)
  地點: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頂強路23號
  行程: 7:00福容飯店集合坐遊覽車 
        7:30出發到宜蘭參加CP母親公祭
       11:30奇麗灣珍奶文化館職業參訪
       12:00奇麗灣珍奶文化館午餐
             北返 

3.8月2日(三) 969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鼓動非洲~ 打出健康!
              打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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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月9日(三) 970次例會與台北新生社
  聯合例會 (1F田園)
  ◎專題演講:溝通與領導  
    主講人:黑幼龍 老師

5.8月16日(三) 971次例會(1F田園)
  ◎五位新社友自我介紹

6.8月23日(三) 972次例會(B1牡丹廳)
  ◎RYE姜之怡、戴劭哲歸國報告

  

                
106年7月12日 第966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24 人 出國:9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3 人 
缺席: Alumi、King、Ichilong、
      Light、Color。
出席率: 88%

【 上週出席統計  】

◆現職:
彬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蘇州擎邦電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彬台機械(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邦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歡迎~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 洪振攀DG.J.P.蒞社公式訪問

◆扶輪經歷:
1984年11月10日加入台北西區扶輪社
1998-99地區副秘書長、地區年會副主委
        地區年會副秘書長
2011-12台北西區扶輪社社長
2012-13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副主委
        總監特別代表
2013-14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主委
2014-15地區成立新社委員會主委、第二
        分區助理總監、總監特別代表
2015-16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6-17總監當選人
2017-18地區總監

   3481地區總監洪振攀 DG.J.P.簡介

◆扶輪基金捐獻及獎項
保羅哈理斯之友、永久基金捐獻人
2011-12巨額捐獻人  2014-15巨額捐獻人
2015-16巨額捐獻人  2016-17巨額捐獻人
2017-18巨額捐獻人
扶輪基金會卓越服務貢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款累計新台幣700,000元

所屬社:台北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機電工程
學歷:台灣大學化工研究所碩士

11：30  會前會:與總監懇談及社務報告
        參     加人員:總監一行
                  社長、秘書、社當及
                  各大主委

13：00  Computer社長鳴鐘宣佈開會
            Archi聯誼介 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扶輪歌唱~歡 迎地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One祕書報告
              Computer社長致詞歡迎地區總監
             地區總監J.P.致詞（30分鐘）
             雙向溝通（5分鐘）   
             Lloyds糾察紅箱報告
             Tour出席主委報告
   
14：00    Computer社長鳴鐘閉會
         與會人員與總監一行合影紀念

節⽬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00  聯誼、餐敘

贊助及參加國際青少年自行車環台活動

3481地區資訊

◎2017台北亞太會議
日期:12月1~3日
地 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註冊費:
台北研習會-社友6,300元、配偶4,100元
            社友+配偶 10,000元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7月22日(六)14:30-16:30 
主講:黃其光 國際扶輪前社長 (PRIP Gary)
       台北社
講題:台灣扶輪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地點 :3481地區辦公室會議室
地址: 台北復興南路一段358號B1
費用 :$2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