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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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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月16日(三) 971次例會(1F田園)
  ◎五位新社友自我介紹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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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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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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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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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第四分區第一次六社聯合例會
  主辦社:永和社
  日期：9月29日(五) 晚上17:30
  地點：儷宴美食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53號2樓）

  

                
106年7月26日 第968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34 人 出國:2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Ichilong、Land
出席率: 95%

【 上週出席統計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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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社: 台北及美社
預算：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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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社: 永和社
預算：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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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社: 宜蘭西區社
預算：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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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宜蘭市樹人路37號

社區服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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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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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和隊 
  時間: 8月17日(四)中午12:30集合、
        13:00開球
  地點: 長庚球場
  

今⽇主題：⿎動非洲~ 打出健康!打出活⼒!  主講⼈:趙偉竣 老師    邀請⼈:許慶德前社⻑ 

House 社友   08/10
Jacky 社友   08/16
Light 社友   08/21
陳若葳(FrankSung夫人) 08/02
呂美珠(Fred夫人)08/09
李穎梅(Ray夫人)08/13
劉麗滿(Delica夫人)08/25
黃屯鴻(Lloyds夫人)08/17

學歷:
美國SUL 音樂碩士
加州大學爵士音樂研究
現任:
◆台灣JC非洲鼓/烏克麗麗魔法音
  樂學校創辦人
◆趙偉竣音樂工作室負責人
◆JC非洲鼓團/ 魔法烏克樂團/
  普耕室內樂團 總指導

經歷:
20年的教學表演經歷，擅長非洲鼓，烏克麗
麗，小提琴，爵士鋼琴，編著50冊有聲教材
常常受邀到大陸授課表演講學，在非洲鼓宗
師Mamady Keita所設的TTM國際西非鼓樂學
校系統下學習多年，並跟隨多位國際非洲鼓
大師如Babara Bangoura , kelvin Kew 及 
Hiroki Murai 學習非洲鼓多年經常受邀到
處表演，2017年2月並在國家音樂廳演出，
深受好評!
編著:成人及兒童非洲鼓教材 [魔法非洲鼓手
      ]及[金貝小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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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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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知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四分區第⼀次社⻑秘書會會議紀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創社社長 李木鐸 CP.Leader

日期：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晚上17:00註冊，17:20開始
地點：金世界海鮮餐廳(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5號5樓)  司儀：呂正祥(新北市大台北社)

出席： 永和社 社長莊恩智、秘書邱火金
       雙和社社長劉忠烈、秘書林清浩
       台北永東社社長姜幸麟、秘書戴林良宇
       中和圓通社社長翁豪良、秘書魏宏潁
       新北市大台北社社長何金城、秘書呂正祥
       台北大世紀社社長謝政宏
列席：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洪振攀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秘書長金家瑞、
       國際扶輪3481地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陳輝、
       國際扶輪3481地區第四分區副助理總監施竣中
主席致詞:(略)
來賓致詞:(略)

討論提案:
案由一、社長秘書會議舉辦之時間、地點、主辦社乙案。
說明：以兩個月舉辦一次為原則。 
       主辦社順序
       雙和社：2017年9月         
       台北永東社：2017年11月
       中和圓通社：2018年1月     
       新北市大台北社：2018年3月
       台北大世紀社：2018年5月
決議：通過，實際活動內容以主辦社發函為主

案由二、第四分區聯合例會時間、地點、主辦社乙案。
說明：第一次主辦社：永和社
       日期：2017年9月29日(五) 晚上17:30
       地址：儷宴美食館（永和區民權路53號2樓）
       第二次主辦社：雙和社與第九分區聯合主辦
       日期：2018年5月4日星期五，晚上17:30          
決議：通過，實際活動內容以主辦社發函為主。

案由三、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乙案。
說明：永和社－永平中學反毒宣導，2017年8月30日(三)上午8:00報到，8:30-10:00
                地點：永平中學3樓體育館(20170719已發通知函給各社)
       雙和社：2017年9月20日以前，八里教養院(遊民、身心障礙收容中心)
       台北永東社：2018月1月31日農曆前，永和耕莘醫院(關懷獨居老人-備糧包)
       中和圓通社：關懷長者卡拉OK比賽，2017年11月11日(六)決賽下午2點開始
       新北市大台北社 ：桃園大溪長長教養院
       台北大世紀社：2017年11月9日(四)泰北高中後山淨山活動
決議：通過，實際活動內容以主辦社發函為主

臨時動議：
一、 地區總監：2017年10月7日(六)地區公益路跑暨反毒活動(鐵人會結合3481、3490、
     3523地區)，鼓勵社員、扶青團參加。 

二、地區總監：請各社踴躍支持世運在台北活動及觀賞各項賽事。

三、請中和圓通社秘書魏宏穎Gary儘速提出「扶輪公共形象活動」方案，以利實施

今天無意間看到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話，
深有感觸:
當孩子不麻煩你的時候，
可能已經長大成人遠離你了；
當父母不麻煩你的時候，
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當愛人不麻煩你的時候，
可能已去麻煩別人了；
當朋友不麻煩你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隔閡了！

人其實就是生活在-相互麻煩之中，
在麻煩之中解決事情，
在事情之中化解麻煩，
在麻煩與被麻煩中加深感情，
體現價值，這就是生活。
所以說要珍惜身邊麻煩你的人!
也感謝我曾經麻煩過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7.26 舉辦職業參訪暨陽光例會於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社員發展及擴展是扶輪維繫生命的鮮血。
我們的扶輪社及國際扶輪這個國際聯合
組織要持續保持健全，有賴於我們引進
新的合格義工加入我們行列的能力。
我們扶輪運動要成長，也仰靠我們創立
新的有效能的扶輪社，滋養這些新社，
使它們成長及發展，才能擴展我們服務
的範圍。

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分擔此一責任，不斷
推薦合格的新社員。這是享受社員資格
的特權後所應盡的義務。

扶輪社應在扶輪行事曆中的『社員及擴
展月』規劃特別活動。
幫助扶輪社檢討社員發展工作，不僅要
努力吸收新社員，更要防止原有的社員
流失。對抗損耗是任何社員發展計劃的
主要部份。

社員及擴展⽉（8⽉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