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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4日(三)適逢中秋節休會乙次。

2.10月11日(三) 978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成功男士的下半身實戰
              經驗
      主講人:礦工醫院院長劉立仁
      邀請人:Computer社長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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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10月25日(三) 980次例會變更與啤
  節合併。
  ※啤酒節待詳細行程確認再行公布。

 
 

  

                
106年9月29日 第976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17 人 出國:6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3 人 
缺席:  Alumi、Jack、Color、Steel、
         Jacky、King、Light、White
      Chester、Bank、Eason、Panel
             Ichilong。
出席率: 72%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主題�:�中秋晚會暨第⼆次爐邊會

活動日期：10月7日（週六）14:30〜18:30
活動地點：大佳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報名者:21K:姜幸麟.姜浩恩.劉亭序.蔡瑞富
        10K:周景元.唐哲成.彭文俠.唐彣熏
         5K:黃錦雄.林冠宇.周佑民.張瑞招
            章勛君.姜之怡.姜之浩.李榮周
            江金蘭.林森鴻.李英洳.林煒竣
            林育玟
        

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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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永東社與新店碧潭社高爾夫聯誼
  時間: 10月3日(二)上午11:00集合、
        11:30開球
  地點: 揚升球場

◎3481地區第一屆總監盃高爾夫聯誼賽
時間：11月13日(一)9:30~10:00報到
       10:30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俱樂部
報名費:1000元
        (含紀念品、獎品及餐費)
擊球費:會員1350元，非會員24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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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月15日（週日）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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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扶輪⾼峰論壇

時間:10月21日(六)上午8:30至12:0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10樓國際會議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2017-18年度輔導顧問暨家庭第⼀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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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本月生日快樂

頒發RYE零用金

參加泳渡日月潭活動

參加新社員講習會

參加第四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



扶輪知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10月25日(三)上午9:00〜11:00 
地點: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長長教養院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文化路75巷1號1樓
預算:每社10,000元
主辦:新北市大台北社

第四分區聯合服務〜⻑⻑教養院關懷活動 
~~~~~~~~~~~~~~~~~~~~~~~~~~

景美女中＆和平國小組大小學伴相見歡。
主辦社:新店碧潭社、雙和社
贊助社:永和社、台北永東社、中和圓通社、
       新北市大台北社、台北大世紀社
地點：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小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靜安路一段5號
時間：106/10/2 星期一 12:00-16:30

地區偏鄉英文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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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2017-18年度3481地區主辦之「一人一樹」海濱種樹護林活動及相關
          研討會
說   明：
一、本種樹計畫贊助費：每人$350元，鼓勵各社全體贊助，贊助人數達社友80%以上列
     計地區總監鼓勵獎項。 凡贊助者可選擇參加下列任一場種樹活動。

二、 台灣被聯合國列為氣候變遷下的高風險之島，已逐步走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
    小組」所指的降雨減少、土地沙漠化及海平面上升等險象。地區故將參與新北市萬
    里區大鵬段，臨金山員潭溪景觀橋旁的濱海造林護家園計畫，透過與林務局、和泰
    汽車及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合作，於2017年11月25日(週六)及11月26日(週日)兩
    日的上、下午各舉行一場，共4個梯次的「千人牽手、種樹護家園」活動，同時響應
     2017-18年度RI社長Ian Riseley愛護地球，推廣全球120萬社友每人種一棵樹的願力。

三、 為使社友充分參與活動及加強植樹護林與環境保育的認識，3481地區環境保護委員
    會並將於2017年10月28日(週六)上午8:00－12:00假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育大樓國際會
    議廳(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67號12樓)舉辦「種樹護林與海岸保育」講習會，講習會
    採免費入場方式，活動流程及交通資訊另行通知。

四、 請各社執行秘書將參加社友名單(包含種樹場次及講習會)彙整於2017年10月13日(週
    五)前e-mail至地區服務中心。

五、隨函檢附說明書及報名表乙份，敬請查照辦理。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 區 總 監        洪振攀DG JP
                                     服務計畫主委       廖正方 PP Building
                                     社區服務主委       陳俊宏 PP Archi
                                     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 白陽泉PP Aqua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提名2020~2021年度3481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推薦候選人由。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14.030條文規定辦理。

二、總監提名人資格請參閱附件(一)。欲推薦候選人之扶輪社請將所有文件於2017年11
    月10日以前，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1地區服務中心 地區選務委員會收 (臺北市復興
    南路1段358號B1)，以寄發郵戳為準。
    所需檢附文件如下:
     1. 經社長及秘書簽名之扶輪社推薦函,該推薦書應以在該社例會中提名候選人做成
       決議案之方式提出。
     2. 刊登有本扶輪年度內通過之理事會及全體社員大會同意推薦為候選人之會議記
       錄社刊。
     3. 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格(附件二)並附2吋照片1張, 如有需要可自行使用A4尺寸
       紙張補充個人資料
     4. 候選人本人簽名、蓋章之接受推薦同意書
    以上文件應於截止日期前檢附齊全，且一律以郵局掛號郵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準)
    ，逾期概不受理或補件，亦不接受親自送件。

三、謹此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洪振攀 DG J.P.
                                     選務委員會主委蔡碧松 PP Pi-song

狼群 ，走在最前的三隻是老、弱、病者。
狼群跟著牠們前進的速度，以免他們被遺
下。　　

接著的五隻狼是最強壯的，當遇上攻擊時
，牠們可即時保護狼群的前方。
走在中間的一群也是需要保護的一批，牠
們前後的狼隻能保護牠們免受攻擊。　
再後面的五隻也很強壯，可防衛從後而來
的攻擊。　

走在最後的是狼群的領袖，牠確保沒有任
何一個被遺下，隨時準備衝到任何一處保
護每一隻狼。　

好領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團體中
的「守護者」。

3480地區前總監回顧

年度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所屬扶輪社

2016-2017 廖文達 Kevin 台北民權社

2015-2016 呂錦美 May 台北芙蓉社

2014-2015 林鸞鳳 Naomi 台北百合社

2013-2014 邱秋林 Computer 翡翠社

2012-2013 邱雅文 Charles 台北西北區社

2011-2012 陳中統 John 中和社

2010-2011 胡俊宏 David 台北西區社

2009-2010 謝炎盛 Electronics 台北城中社

2008-2009 許章賢 Medicare 台北大同社

2007-2008 吳建村 C.T 台北和平社

2006-2007 顏惠重 Henry 台北中央社

2005-2006 張迺良 Legal 台北西北區社

2004-2005 林瑞容 Michelle 台北永福社

2003-2004 吳生財 Fred 台北新店社

2002-2003 李啟銘 Jimmy 台北延平社

2001-2002 康義勝 Kambo 台北城中社

2000-2001 郭肇盈 Design 台北西門社

1999-2000 張育宏 Y.H. 台北大同社

1998-1999 賴崇賢 Right 台北西區社

1997-1998 方振淵 Square 台北北門社

1996-1997 張吉雄 Joe 台北北區社

1995-1996 虞彪 Jerry 台北華南社

1994-1995 林茂雄 Decor 台北市東北社

1993-1994 陳宏輝 Philip 台北西區社

1992-1993 汪國恩 Hi-Line 台北西北區社

1991-1992 許森貴 Honor 台北西區社

1990-1991 蕭正心 Pancho 台北東區社

1989-1990 蔡仲伯 Bridge 台北大同社

1988-1989 黃敬譽 George 台北南區社

1987-1988 簡乾成 Success 桃園東區社

1986-1987 陳安祺 A.K. 台北西區社

1974-1975 黃其光 Gary 台北社

秋季旅遊場地探勘

人比狼高等，狼則比人高貴。

宋明超 FrankSung 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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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訊息

◎秋季旅遊時間訂於11/18-19日(六.日)，
  地點南投，詳細行程近期公佈。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11月8日(三)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與永和社聯合例會
  時間:11月24日(五)下午6:00
  地點:林祖厝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26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