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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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例會       中華⺠國106年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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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理事會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2.原9月20日(三)976次例會變更與第四分
  區聯合例會合併

3.原9月27日(三)977次例會變更與中秋晚
  會合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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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秋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
  主題: 社務行政  主講: Land
  時間: 9月30日(六)下午6:00
  地點: 神旺飯店·潮粵潮品集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72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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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月18日(三) 979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第一次拍賣會:歡迎社友提供
    拍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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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 
缺席:  Alumi、Archi、Jack、Jacky
             Color、Steel、Ichilong、King、
         Light、Peter、Ray、White。
         出席率: 71%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主題 :⼈⼯植牙應該知道的事  主講⼈: 李萬萱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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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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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on  社友        9/01
Bank   社友        9/01
Lawyer 前社長      9/28
White  社友        9/28
Fred   前社長      9/29

生日快樂

Hummer社友＆夫人鄧惠宜

(9/19、十八週年)

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學歷: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台大醫學院系牙科臨床研究所膺復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進修

經歷:
台大醫院牙科部補綴科醫師
永和耕莘醫院牙科部主任

現任:碩田牙醫診所院長

2017.08.30 職業參訪〜固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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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服務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81地區資訊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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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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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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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請各社於執行年度服務計畫時，盡量收集影像及錄影資料，以便提供地區
        製作服務計畫展之海報及微電影，於明年2/27(二)在台中市政大樓舉辦之「國
        際扶輪台灣12 個地區2017-18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展出。
說  明： 
一、"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策畫結合全台12個地區，將於明年2/27(二)在台中
     市政大樓舉辦國際扶輪台灣12 個地區2017-18 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

二、 會中除展出各地區服務計畫成果之海報外，並將徵求每一地區各提供三部3分鐘以
     內之扶輪服務感人微電影，在會場電視牆播放。主辦單位並提供每一地區各1 名
     特優微電影，頒5,000 元獎金；各2 名優等微電影，各頒3,000 元獎金。收件截
     止日2017 年12 月31 日。

三、 敬請各社於執行年度服務計畫時，盡量收集影像及錄影資料，以便屆時提供地區
    製作服務計畫展之海報及微電影。亦鼓勵各社自行製作微電影參賽，或推薦熱心
    社友加入地區之微電影製作團隊。詳情請洽地區服務中心或與服務計劃委員會主
    委PP Building廖正方聯絡(0936-112-943)

四、 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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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擬成立永東2016-18扶知點滴群組
說明:為使新社友入社後加速了解扶輪知
     識及慣例，擬邀請資深社友擔任輔
     導人，讓新社友在沒有疑慮中享受
     快樂扶輪！而成立扶知點滴群組就
     是在第一時間能為新社友解惑！
辦法：
1.群組成員：
    a.扶知主委IPP Steve
    b. 16--18新社友
    c. 16--18輔導人
    d. 新社友介紹人
    e. 社長、社當、副社長
    f. 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2017--18 新社友自行覓得合意輔導人
   或由社員發展主委Eden PP聘請資深社
   友擔任。

3.新社友提出疑問後由各新社友輔導人
   優先回覆，若有需要再由扶知主委IPP
   或當屆扶輪領導人補充說明。

                      社長    姜幸麟  

訃聞

本社⽩成業 White 社友慈⺟⽩媽梁老夫⼈

慟於 106年8⽉28⽇仙逝，享壽80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106年9⽉29⽇(五)上午11:30

公祭地點:台北市立第⼆殯儀館⾄真⼆廳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號

 

2017.08.30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永平中學反毒活動

2017.09.02 永東20週年紀念⽟⼭登⼭隊攻頂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