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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15日(三) 983次例會
  ◎專題演講: 聯絡中
    主講人: 3481地區總監洪振攀DG.JP
  ◎11月理事會 

2.11月22日(三) 984次例會變更陽光例會
  ◎參觀李明娟名譽社友畫展
    時間:規劃中，另行通知。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46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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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11月29日(三) 985次例會變更與永和
  社聯合例會。

5.12月6日(三) 986次例會
  ◎專題演講: 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106年11月1日 第980次例會
社員: 44人  出席: 30 人 出國:2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5 人 
缺席:  Alumi、Steel、Color、Peter、
             Ray、Jacky。
出席率: 86%

※社友出國或至友社補出席，請務必
  告知執秘Sandy，以利出席率正確
  統計，謝謝。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主題�:�與換帖社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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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球場
出席：Richard、Watt、Jack、
      Antonio。
  

◎永東隊11月球訊
時間: 11月7日(二)11:00報到、11:30開球
地點: 濱海球場

RTN 事由 金額

Chester 歡迎IPDG夫人梁惠生蒞會演講。 1,000

Computer 熱烈歡迎IPDG夫人梁惠生蒞會演講。 3,000

我的好朋友葉董事長來社例會。

Diamond 歡迎主講人IPDG夫人梁惠生蒞社指導。 1,000

Fred 歡喜大家來例會。 1,000

Georgia 歡喜主講。 2,000

Hummer 祝明娟姐創作畫展圓滿成功。 1,000

Jack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1,000

Jeff 歡迎好友Jack葉。 1,000

King 歡喜明娟姐辦畫展。 1,000

Leader 歡迎主講人、大家快樂。 2,000

Land 歡迎夫人蒞臨，歡喜結婚週年紀念。 1,000

Light 歡喜夫人來例會。 1,000

Lloyds 高星回到大家庭。 1,000

Metal 歡喜大家見面。 1,000

One 預祝社友破50人。 1,000

Richer 歡喜慶生、婚慶。 1,000

Stainless 歡喜太太素卿本月壽星，祝名譽社員 2,000

李明娟小姐畫展圓滿成功。

Steve 歡迎IPDG.Kevin夫人蒞臨指導。 2,000

Tour 平安順心。 1,000

Watt 感謝大家踴躍參加我的慶生會。 1,000

White 歡喜明娟姐要開畫展。 1,000

李明娟 歡迎大家光臨畫展。 1,000

梁惠生 (主講人)車馬費回捐。 3,000

小計

 

 

合計

31,000

指定捐款                                110,000

一般捐款                                210,100

320,100

紅箱明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新世代委員會訊息

◎扶輪青年領袖獎研習營(RYLA)」活動
時間：2018年2月2日(五)~2月4日(日)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
資格：1.大學(專)學生、社會青年皆可。
      2.年滿 18~26 歲。
已報名:蔡杰修(Diamond公子) 
報名截止日：2017年11月10日。
 

2017.11.01

頒發RYE 11月零用金

本月結婚週年慶

本月生日快樂

IPDG.Kevin夫人梁惠子女士精彩演講



地區來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地區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敬請 貴社惠予支持本年度地區服務計畫︰扶輪牽社企 台灣好福氣」扶企嘉年
        華會，贊助活動經費一萬元整並同列聯合主辦社。
說　明：
一、社會企業負有解決社會或環境特定問題的使命，如能支持社企使其茁壯成長並能
    永續經營，並將其獲利的一部份持續回饋社會改善社區，將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透過『社會企業』與扶輪社的連結與聯繫，使更多扶輪社認識、了解、認同支持
    『社會企業』，產生社會力的媒合與再開發效益，「扶輪牽社企，台灣好福氣」扶
    企嘉年華會」藉由扶輪社帶動發掘更多優良社會企業並支持其永續經營，結合政府
    政策，鼓勵公家機關、國營企業及民營企業採購社會企業產品及服務，除了讓社會
    企業能永續經營外，增加國民對社會企業了解帶動消費能力，更能活絡經濟成長！
 
 二、茲定於106年12月9日(星期六)早上十時正，假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舉行「扶輪牽社
    企台灣好福氣」扶企嘉年華會」，敬邀各社社長鼓勵社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1. 每一社贊助一萬元成為聯名主辦社，並可列計本年度總監鼓勵獎項。
    2. 12/9扶企嘉年華活動當日，每位社員參訪各類社會企業並收集戳章，贊助社出
      席社員可獲得集點卡一張， 每一位社員完成參訪五家社會企業，可集五點。各
      贊助社完成25點集點，即可享有-社長、社員入鏡拍攝扶輪牽社企、台灣好福氣
      「新聞特輯影片」並上傳YouTube成為年度活動集錦。
    3. 可著休閒服裝，並攜帶稍多量扶輪名片。(以備場內與社會企業代表相見歡使用)
    4. 為維持扶輪行事準則與尊重講者，敬請準時抵達會場。

三、贊助款請撥冗於11/20(一) 前匯入地區帳戶。

四、參加名單請各社執行秘書協助彙整後 mail 至地區服務中心謝小姐  (Sharon) 收，
     以便統一彙整製作名牌。   

五 、隨函檢附報名表及活動流程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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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計畫主委   廖正方 PP Building
                                  社區服務主委   陳俊宏 CP Archi
                                  扶企共好委員會主委     楊建君 IPP Land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季旅遊~~溪頭⼆⽇遊暨職業參訪
日期: 11/18(六)~11/19(日)  /  集合時間:07:30台北福容飯店出發  
費用:每人1,250元/國小以下免費
住宿:溪頭米堤飯店/ 2人房5,000元/ 3人房6,000元/4人房6,800元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請惠予轉知社友、寶眷參加跨地區「2017 End Polio聖誕慈善音樂會」活動
        ，共襄盛舉並踴躍認購慈善音樂會票券。
說  明：
一、國際扶輪3481及3482地區將於2017年12月25日(星期一)下午7:00假台北中山堂聯合
    主辦2017 End Polio聖誕慈善音樂會，敬邀各扶輪社共同參與用音樂來作慈善公益
    為貫徹扶輪兒童人道服務更進一步的努力。

二、感謝各社發揮愛心，慷慨贊助2017 End Polio聖誕慈善音樂會，贊助社(1萬元)
    可獲得1000元慈善音樂會入場券4張。另備有慈善音樂會票劵：500元、1000元，歡
    迎有興趣之社友發揮扶輪愛心踴躍認購前往觀賞。請各社彙整認購票數，填妥下列
    認購表於106年11月30日前回傳地區服務中心 e-mail:ri3481@hibox.biz。

三、敬請撥冗蒞臨，共襄盛舉。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陳中統 PDG John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主委 駱瑞成AG Bosch

【國稅局提出，十四種必查】重點如下:
1.全年財富增減達10％以上，而且與年度
  申報所得明顯不相當者。
2.房屋或土地移轉屬於25歲以下的子女或
  二等親內的財產移轉買賣。
3.同一筆土地一年以內兩次移轉，第二次
  移轉之買受人與前次出售人姓氏、住址
  雷同，移轉之限款在300萬以上者。
4.主管機關蒐集房屋貸款資料，瞭解借款
  資金之用途及流向，通常此部份須具贈
  與稅起徵的金額才列入。
5.因繼承或受贈農地連續五年未從事農業
  耕作五年以上。
6.收取大額的土地徵收補償金追查資金流向。
7.當年度薪資所得成長幅度不高，但財產
  較以往急遽增加。
8.無薪資所得但擁有數十萬元以上利息所
   得者。
9.無固定收入但擁有三棟以上房屋者。
10.未滿25歲但在金融機構存款超過500萬
  元，25歲以上到30歲之間存款金額超過
  千萬者。
11.特定人士或知名的演藝人員。
12.假交易真贈與之情況，如贈予公設地
   予子女再用現金買回等。
13.個人帳戶短期內以連續用現金方式提
   領或存款。
14.購買外幣轉匯到其子女在國外的銀行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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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西區扶輪社授證典禮
時間:12月15日(五)下午17:30報到，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77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友社慶典

聯合社區服務社友園地

◎愛地球淨山行(台北大世紀社主辦)
時間：11月9日(四)下午13:10~16:10
地點：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 240號 

◎街頭巷尾攏是愛~2017-2018扶輪盃長者
  卡拉OK歌唱比賽暨愛心捐贈活動
  (中和圓通社主辦)
時間：11月11日（六）下午2:00—5:00
地點：光仁中學懷仁館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5巷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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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寶眷聯誼活動
【繽紛耶誕〜聖誕午會】
時間：12月12日 (週二) 11:30〜14:30
地點：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餐費：每人新台幣1500元

唐哲成 Antonio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