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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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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11月29日(三) 985次例會變更與永和
  社聯合例會。

3.12月6日(三) 986次例會
  ◎專題演講: 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地區策略計劃委員會主委
            黃鈴翔 PP.Sunny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12月13日(三) 987次例會
  ◎社員大會:選舉2018-19年度理事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12月理事會

5.12月20日(三) 988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及拍賣會
  ※敬請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6.12月27日(三) 989次例會
  ◎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時間: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106年11月8日 第981次例會
社員: 46人  出席: 35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5人 
缺席:  Alumi、Steel、Tom、House。
出席率: 89%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主題�:�陽光例會∼�參觀李明娟名譽社友�畫展

～～
◎永東隊12月球訊
時間: 12月5日(二)
      11:25報到、11:56開球
地點: 山溪地球場

~~~~~~~~~~~~~~~~~~~~~~~~~~
社務活動訊息

~~~~~~~~~~~~~~~~~~~~~~~~~~
寶眷聯誼活動
【繽紛耶誕〜聖誕午會】
時間：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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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登山會通知
日期：12月9日
集合時間：12:00
集合地點：福容飯店
目的地：金山獅頭山，三芝Jack老家。
        (備有遊覽車)
旅遊詳情：
1）中午12點15分準時開車
2）午餐在車上享用便當，水果
3）下午2點到達金山獅頭山，健行約一到
    二小時。
4) 大約下午5點到達社友Jack三芝老家，
   在三合院享用晚餐，以及現場那卡西快
   樂歡唱。
5）大約8點30分結束，返回台北。
備註：全程不收費，車資便當，水果由登
       山會負責。晚餐，那卡西由Jack招
       待。CP提供威士忌一箱歡樂暢飲。  

秋旅感謝名單:�
1.Panel贊助第一天早餐
  2000元(Antonio 協助
  訂購)。
2.社長夫人贊助橘子。 
3.社長贈送妖怪村伴手禮。 
4.社長贊助米堤飯店晚餐
  及KTV。
5.社當與副社長贊助紅蟳
  餐廳第一天午餐。
6.Tour夫人Amy協助訂購
  壽司點心與提供相關旅
  程協助溝通。



地區來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81地區「千人牽手、種樹護家園」
  種樹活動
時間：11/25(六) 8:30~11:30
地點：金山員潭溪景觀橋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豐漁村民生路208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2018-19年度3481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
  研習會
時間：12月09日（六）上午8:00~12:00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3481地區「扶輪牽社企 台灣好福氣」
  扶企嘉年華會
時間：12月9日(星期六)10:00~18:00
地點：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2017 End Polio聖誕慈善音樂會」
時間：12月25日(星期一)下午7:00
地點：台北中山堂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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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活動訊息

時間：11月15日下午2:00
地點：福容飯店1F田園
出席：Computer、Steve、Eden、Metal、
            Diamond、One、 Georgia、Chester、
            Richer、Stainless、Land、Peter。
列席： Diamond、Jeff、FrankSung。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06年11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 11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蔡國芳先生申請入社案。
    說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議：通過。

(三)案由：請討論葉錫欽先生申請入社案。
    說明：附入社申請書
    決議：通過。

(四)案由：請討論劉文欽Steel前社長申請
          退社案。
    說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議：考量PP.Steel功在永東，全體理
           事決議退回其申請書，不准予
           退社。

(五)案由：請討論張國端Alumi社友申請
           退社案。
    說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議：全體理事決議予以慰留。

(六)臨時動議：
    1.理事會固定於每月第二週召開，遇
      事延後應提前通知。
    2.變更例會時間、地點應經理事會。
           
        

⼗⼀⽉份理事會會議紀錄

◎中和福美扶輪社授證典禮
時間:12月8日(五)下午17:30報到
地點:桃園高爾夫俱樂部 悅華大酒店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九龍里悅華路39號
出席:Comput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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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扶輪社授證典禮
時間:1月6日(六)下午17:30報到
地點:狀元樓晶豪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友社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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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家扶中心『歲末感恩聯歡園遊會』
時間: 12月10日(日)10:00-14:00
地點: 板橋第一運動場前廣場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本社有兩個攤位，歡迎社友、寶眷踴躍
  參加。

◎2017 盲人環台為視障而跑公益活動。
時間:2017年12月23日(六)早上9:00起跑
     儀式~2018年1月13 日(六)早上9:00
     返抵終點，活動共 22 天。     
地點: 南門國民中學(起跑及閉幕儀式)
地址: 台北市廣州街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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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社長
主　旨：函請各社社長鼓勵各社社員踴躍報名參加「2018加拿大多倫多國際年會」。
說　明： 
一、國際扶輪2018年國際年會將於2018年6月23日~27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屆時全
    世界各國社友齊聚一堂交流聯誼。希望本地區諸位社友(尤其各社之扶輪領導人)
    勿失良機，踴躍報名參加此一難得的國際扶輪盛會。

二、敬請各社社長、社員及寶眷們與扶青團員盡量在2017年11月30日以前趁早向RI註
     冊，避免報名擁塞並節省註冊費用。 

三、向RI註冊及購票方式有三種如下 :
    1.線上註冊: http://www.riconvention.org/en/atlanta/register (優先推薦方式)
    2.將註冊及購票表格填妥後，傳真到: +1-847-556-2194 
    3.將註冊及購票表格填妥後，郵寄到: Rotary International, 14244 Collections Center 
             Dr. , Chicago, IL 60693 , USA 

四、旅遊行程部分，本地區委請三家旅行社規劃多種行程供社友選擇(西華旅行社、雄
     獅旅行社、東晟旅行社、)。相關資料請參閱以下連結網：http://60.251.80.23/own
    。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洽詢旅行社。cloud/index.php/s/RpBFK1H2NMIuWs1  

五、鼓勵貴社社友至少1人註冊出席2018年加拿大國際年會列入總監獎項社務服務。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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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國際年會委員會主委 李文森DGN Vincent

         第一次截止日      第二次截止日        第三次截止日
          2017/12 /15 前    2017/3 /31 /前     2017 /3 /31 /後

社員     每位 US$345       每位US$420          每位US$495
扶青團   每位 US$70        每位US$100          每位US$1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我們都有缺點，所以彼此包容一點。
我們都有優點，所以彼此欣賞一點。
我們都有個性，所以彼此謙讓一點。
我們都有差異，所以彼此接納一點。
我們都會傷心，所以彼此安慰一點。
我們都會快樂，所以彼此分享一點。

我們有緣相識，請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
朋友！開心的過好每一天〜^_^
十年後，您把現在的賓士寶馬給孩子，他們
會說太舊了！
十年後，您把現在的蘋果8s給孩子，他們會
說別逗了！
十年後，您躺在病床上抱著一堆存摺，要兒
女天天給您端屎端尿，兒女們會說雇外勞吧！
十年後，您保持了健康的體魄，還能到處旅
遊，打拳、跳舞。您的孩子會說，老爸老媽
你們太明智了！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是〜 自己的健康！

社友園地 戴林良宇 One 秘書

《 超級棒的一段話~~轉分享 》

歡迎新社友入社配章

J.P.總監精彩演講

社區服務活動訊息

第二次登山會場地探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