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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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期     第972例會       中華⺠國106年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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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6日(三) 974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人工植牙應該知道的事
    主講人: 李萬萱 醫師
    邀請人: Computer 社長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2.9月13日(三) 975次例會與換帖社〜
  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 9月13日(三)6:00報到、6:30開會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3.9月20日(三) 976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第一次拍賣會:歡迎社友提供拍賣品

4.原9月27日(三) 977次例會變更與第四
  分區聯合例會合併

5.第四分區第一次六社聯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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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6.10月4日(三)適逢中秋節休會乙次

7.10月11日(三) 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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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8月23日 第972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24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2 人 
缺席:  Alumi、Archi、Jack、Jacky
       Color、Steel、Ichilong、
       King、Light、Peter、Panel
       Ray、White。
出席率: 69%

【 上週出席統計  】
～～

◎永東隊 
  時間: 9月5日(二)中午12:28集合、
        12:58開球
  地點: 八里球場
  

今⽇主題 :職業參訪固緯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本社20週年玉山登山隊授旗儀式 RYE法國交換學生Edgar  SANSON 參加例會

RYE姜之怡歸國報告 RYE戴劭哲歸國報告 RYE姜之婷行前報告

機場歡送RYE姜之婷前往法國RYE義大利交換學生Anstasia DILEO 抵台

社區服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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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關懷弱勢團體
  八里愛維養護中心 
時間：9月6日(三)上午10:00〜11:00 
地點：八里愛維養護中心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5號  

◎第一屆萬人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活動日期：10月7日（週六）14:30〜18:30
報名日期：即日起(2017年9月10日止)
活動地點：大佳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報名費： *21K   800元+晶片100元
            *10K   700元+晶片100元
            *5K     500元
            *拉力團體組(10K/6人) 
             3800元+晶片600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社務訊息：
~~~~~~~~~~~~~~~~~~~~~~~~~~

◎請社友踴躍投稿社友園地，以
  提升社刊豐富多元內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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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暨社長
主 旨：敬請 貴社惠予贊助「2017-18 年度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RYLA)」活動，為共
       同 主辦社並推薦一名優秀學員參加活動。
說 明：
一、活動時間：學員培訓(營隊)－2018年2月2日(星期五)~2018 年2月4日(星期日)
    小組執行(服務)－2018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
    成果發表(結業)－2018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
二、營隊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244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 
三、費用 ：各共同主辦社每社贊助新台幣貳萬元，並可推薦一名學員參加。 
四、推薦資格：1.大學(專)學生、社會青年皆可。
               2.以扶少OB團員且非扶青團員北區大專院校及社會青年扶青團員優先
               3.年滿 18~26 歲。
               4.具主動學習精神或社團幹部者佳。
五、獎 勵：各共同主辦社可列入地區總監青少年服務獎項評比申請。 
六、報名時間：各社推薦報名截止為 2017 年 11 月 10 日 PM23:59:59，額滿為止。 
七、檢附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活動辦法，敬請查照彙辦。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17-18 年度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 黃政枝 PP Vincent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研習營委員會主委 蔣博賢 PP Bob

受 文 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各接待社的社長、輔導顧問、各接待家庭
主   旨：2017-18年度接待家庭拜訪計畫通知由
說   明：
一、本地區2017-18年度為期一年的青少年交換計畫已開始執行，為使接待家庭交換計
    畫事務順利圓滿，敬請各社接待家庭配合接待家庭拜訪計畫事宜。
二、第一階段拜訪：預備接待家庭(Inbound學生不需參加)
     a.拜訪對象：所有預備接待家庭
     b.參加成員：地區委員、接待社顧問、預備家庭成員 ※可邀請社長參加
     c.預定拜訪及完成期間：拜訪時間以接待講習會結束後，8月13日至8月31日拜訪，
       最遲將於2017年9月5日前拜訪完成。
三、第二階段拜訪：第一個接待家庭 
     a.拜訪對象：所有第一個接待家庭【接待期間約9/1-12/15】
     b.參加成員：地區委員、接待社顧問、第一接待家庭成員、Inbound學生
     c.預定拜訪及完成期間：拜訪時間將於接待開始兩個星期後至一個月內拜訪， 
        2017年9月15日至9月30日前，最遲將於2017年10月5日前拜訪完成。
四、第三階段拜訪：第二個接待家庭
     a.拜訪對象：所有第二個接待家庭【接待期間約2017/12/15-2018/03/31】。
     b.參加成員：地區委員、接待社顧問、第二接待家庭成員、Inbound學生
     c.預定拜訪及完成期間：將於第二個接待家庭開始接待兩個星期至一個月內拜訪，
       約2018年1月1日至1月15日前，最遲將於2018年1月20日或放寒假前拜訪完成。
五、第四階段拜訪：所有第三個（或最後一個）接待家庭
     a.拜訪對象：所有第三個（或最後一個）接待家庭【接待期間2018/04/01-06/30】
     b.參加成員：地區委員、接待社顧問、接待家庭成員、inbound學生
     c.預定拜訪及完成期間：將於第三個接待家庭開始接待兩個星期後至一個月內拜訪
       ，約2018年4月15日至4月30日，最遲將於2018年5月5日前拜訪完成。
 
六、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總  監洪振攀DG J.P.
                                         青少年服務主委黃政枝PP Vincent
                                         青少年交換主委林仁祥PP Print

��� 事由 金額

Antonio 玉山登頂成功。 1000

Computer 歡喜姜之婷前往法國、準社友參加例會 2,000

Hummer 歡喜兒子來例會。 1,000

House 歡迎Ivan加入永東大家庭、例會圓滿。 1,000

Jeff 祝玉山登頂順利成功。 1,000

Leader 歡迎社內RYE返台。 1,000

Lloyds 喜歡聚會。 1,000

One 世大運勇奪金牌。 1,000

Stainless 歡喜陽光例會。 1,000

Steve 祝本社登玉山團功嶺成功，恭喜社長及秘 1,000

 書千金、公子學成歸國。  

Watt 歡喜姜之婷及姜之怡、戴劭哲精彩的行前 1,000

及歸國報告。

小計

 

 

合計

12,000

指定捐款                                110,000

一般捐款                                106,000

216,000

參加本社社服團會議

參加宜蘭西區社舉辦聯合社區服務 參加第四、第九分區舉辦聯合社區服務

參加地區策略計劃委員會實務講習

◎3481地區2017-18接待學生講習會
日期：9月2日(六)至9月3日(日)
地點：陽明山苗圃營地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1之5號
集合時間: 9月2日(六) 早上10:00　
集合地點: 陽明山苗圃營地。
結束時間: 9月3日(日) 下午16:30  
解散地點: 陽明山苗圃營地。

◎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時間:9月9日(星期六)上午8:00-12:00
地點:台北市圓山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註冊費：社友每人NT$ 500元
出席:Richer、Bank、Eason、House、
     Ich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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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