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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2日(三) 969次例會(1F田園)
  【本次例會提前於12:30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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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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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月16日(三) 971次例會(1F田園)
  ◎五位新社友自我介紹

4.8月23日(三) 972次例會(B1牡丹廳)
  ◎2016-17RYE姜之怡、戴劭哲歸國報告
    2017-18RYE姜之婷行前報告

5.8月30日(三) 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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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月6日(三) 974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7.9月13日(三) 975次例會與換帖社
  〜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106年7月19日 第967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28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8 人 
缺席:  0人
出席率: 100%

【 上週出席統計  】

歡迎~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 洪振攀DG.J.P.蒞社公式訪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分區暨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0-18 歲失依兒少安置計畫』活動  
時間：8月27日(日)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樓親子劇場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永平中學反毒
  活動 
時間：8月30日(三)上午8:00〜10:00 
地點：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3樓體育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宜蘭西區社兄弟社聯合社區服務〜
  『第五屆繪繪祖孫情 處處有溫情』
時間：8月27日(日) 9:00-11:00 
地點：宜蘭國中視聽教室(或體育館)

社區服務預告：

◎建構一個既古典又前瞻的現代扶輪」創
區元年，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總監月刊」七月號 (創刊)正式誕生 !
已典藏入總監書房中，請點選閱覽，謝謝!   

D3481  2017-18「總監月刊」
http://www.rid3481.org/public/fro
ntend/pagecontent-auto/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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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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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8/12（六）舉辦妝遊
踩街嘉年華活動，3481地區邀請各扶輪社
及服務團隊參加，參加裝遊踩街，即嚮應
地區號召又支持世大在台北。
請各社儘速報名，參加人員即贈送世大運
紀念T恤乙件，有500件polo衫贈送發完為
止！
各社、各分區均可發揮創意、尋找支援、
發揮自各社及各分區的特色，各社參加15
人以上(含寶眷)即得總監獎項。
已報名參加者:
 Computer*5、One*5、Antonio*5、
 Jacky*2、Wlite*2人、Jacky*2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社務訊息----------------------------- 第⼀次陽光例會暨職業參訪〜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扶知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秉辰 House社友 扶輪重要辭彙受文者：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旨：敬請  社惠予贊助2017-18年度地區中高齡就業網路媒合暨台灣職業服務公益網。
目的：
1. 懇請貴社贊助5，000元成為贊助社，貴社（總監年度特別獎項） 
2. 懇請貴社能以提供20個友善中高齡職缺為目標
3. 懇請貴社邀請 《台灣扶輪職業服務委員會講師》蒞社專題演講 （總監年度獎項）
說明：
地區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誠摯邀請貴社繼續支持今年度地區職業服務計畫，持續為中高
齡重返職場而努力！今年我們國際扶輪3481.3482地區兩地區也將再繼續與勞動部共同
攜手合作，由地區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以及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所共同規劃執行網路就業
媒合活動正式展開在3481創區元年，我們將建構一個《台灣扶輪職業服務公益網》獨立
的網站為永續推廣企業主提供友善中高齡多元職缺，以及中高齡與弱勢族群求職者提供
更有效的服務！ 懇請貴社邀請 資深人力委員會的《台灣扶輪職業服務委員會講師》蒞
社專題演講（可獲得總監年度獎項），講師演講費我們將全數捐至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
專戶用於公益網站之維護，專戶財務報表透明公開並接受總監辦事處監督。

台灣職業服務公益網讓我們的服務可以無遠弗屆，因此今年度的職缺不分北、中、南，
東或金馬全臺各地職缺都歡迎，我們懇請每個社都能夠以提供20個職缺以上為目標，但
並沒有設限，也就是說如果社只有提供1-2個職缺，我們一樣非常感謝，因為1個職缺就
幫助了1個家庭！職缺不論是全職，兼職，論鐘點，算工時，或專案，不論是內勤，外
勤，服務業，生產線，白領工作，藍領工作，只要是公司符合勞基法，職缺任用符合勞
基法 都非常歡迎 ! 如果不是社友 只要願意提供友善中高齡職缺透過貴社來提出我們都
非常歡迎 ！附上職缺媒合表以及服務計畫簡報提供貴社參考， 若有任何疑問或需求，
請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竭盡心力提供最好最即時的服務！

�                                   國際扶輪第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廖正方 PP Building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郭炳信 PP Michael
                                    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主委  陳素貞 PP Sus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7.22社長作東主辦第一次爐邊會於一郎日本料理

◎2016〜17年度「長期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時間：8月6日(週日)13:30~18:00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1樓101教室報到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9F

◎2017-18年度接待社、輔導顧問暨接待
  家庭第一次講習會，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8月12日（週六）08:30~17:00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2樓卓越堂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30號

◎機會其實隨時都有，但沒有實力，機會都
  不是你的。——杜書伍

◎逆境沒有那麼嚴重，只要有信心，能夠吃
  苦，不管在什麼環境下，一樣能成功。
    —— 林百里

◎人生在世，注定要受許多委屈。面對各種
  委屈，你要學會一笑置之，你要學會超然
  待之， 只有這樣，你才能在隱忍、原諒、
  寬容中成長壯大。男人的成功更是委屈成
  就的。如果你沒有成功，只說明一點：委
  屈還不夠。—— 馬雲

◎生命並不是以學期來劃分的。你不會有暑
  假，更不會有老闆有興趣幫助你發現自我
  ，你得自己找時間做。—比爾蓋茲

◎成功的唯一秘訣: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 柏拉圖

◎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專注於某一項
  事業，就一定會做出使自己感到吃驚的成
  績來。—— 馬克•吐溫

◎偉大的理想，一開始都被忽視，然後則是
  被嘲笑，接著則是群起反抗妳，但最終還
  是會獲得勝利。—— 甘地

◎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有興趣、有
  能力，也肯努力去做的事。—— 徐重仁

◎我們必須習慣，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卻
  沒有紅綠燈的事實。—— 海明威

◎工作最大的痛苦，不在於賺的錢多一點、
  少一點，最大的痛苦是來自於學不到東西
  ，沒有累積，沒有成長，意識到自己為了
  金錢正在浪費生命，無法為自己的生命加
  分。-— 褚士瑩

◎吃別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別人所不能忍的
  氣，做別人所不能做的事，就能享受別人
  所不能享受的一切。—— 李嘉誠

◎成功是一名差勁的導師，它給你的是無知
  與膽識，不能給的是下次成功必備的經驗
  與智慧。—— 郭台銘

◎你必須經過很多努力來證明自己，無法只
  透過一場好球，就讓所有人對妳心服口服
  ，你必須不斷拿出精彩的表現。--林書豪

◎如果你把每天都當成最好的一天來過，總
  有一天你會證明自己是對的。—— 賈伯斯

正能量語錄分享

【社名】Name of Club 
【社旗】Club Banners 
【扶輪旗】Rotary Flag
【來賓】Guest
【例會節目】Club Programs
【扶輪社員】Rotarian
【創社社員】Charter Member
【名譽社員】Honorary Member
【暱稱】Rotary Nickname (Nickname)

【扶輪社例會】Club Meeting
【每週例會】Weekly Meeting
【出席】Attendance
【補出席】Make Up
【職業分類】Classication
【理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授證】Charter
【懇談會】【爐邊會】Fireside Metting
【就職典禮】Installation Ceremony
【聯合例會】Join Meeting

【四大考驗】The Four-Way Test
【扶輪資訊】Rotary Information
【扶輪四大服務】Four Avenues of 
                 Rotary Service
【社務服務】Club Service
【職業服務】Vocational Service
【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
【國際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Offcial Visit of 
                   District Governor
【扶輪社章程】RotaryClubConstitution
【扶輪社章程細則】Rotary Club Bylaws
【扶輪研習會】Rotary Institute

【扶輪基金會】The Rotary Foundation
【配合獎助金】Matching Grant
【永久基金捐獻人】Benefactor
【保羅哈里斯之友 ( 捐獻人 )】
        Paul Harris Fellow (P.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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