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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18顧問委員會
  時間：12月8日(五)下午6:00
  地點：銀座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德行東路101號
  出席：全體前社長、Computer社長、
                Richer社長當選人、Land副社長、
                FrankSung、One、Diamond。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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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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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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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月3日(三) 990次例會
  ◎RYE Inbound學生自我介紹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今⽇主題�:�男⼥⼤不同�����主講⼈:�⿈鈴翔�PP.Sunny����(邀請⼈:Computer社⾧)

～～
◎雙和隊12月球訊
時間: 12月21日(四)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 立益球場

◎中和扶輪社授證杯
時間: 12月26日(二)
      11:00報到、11:30開球
地點: 關西旭陽球場

鶼 鰈 情 深

 Jacky社友＆夫人徐慧珠
（12/3、二十週年）

Computer社長＆夫人章勛君
（12/4、十八週年）

Bank社友＆夫人李虹儀
（12/9、十一週年）

Panel社友＆夫人薛淑如
（12/23、三十一週年）

Watt前社長＆夫人江金蘭
（12/25、三十七週年）

Tom社友＆夫人薛如閔
（12/25、四週年）

Eric社友＆夫人劉亭序
（12/28、十一週年）

Iven社友＆夫人李英洳
（12/31、九週年）

生日快樂

  Leader   創社社長12/5
King     前社長  12/12
Chester 前社長  12/31
李明娟 名譽社友  12/19
徐慧珠（Jacky夫人）12/12
郭正卿（Georgia夫人）12/13
胡敏惠（One夫人）12/16
周子怡（Land社友夫人）12/19
薛如閔（Tom社友夫人）12/19

學歷：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碩士
       中興法商學院社會學系畢業
現職：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副執行長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審議委員、多元就業審查委員
       台北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青年發展業界導師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油公司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中小企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審查委員
       2017-2018  地區策略計畫委員會執行長

106.11.24第985次例會與褓姆社永和社聯合例會於永和林祖厝

106.11.25參加3481地區舉辦『千人牽手、種樹護家園』活動於金山員潭溪景觀橋



地區來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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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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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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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017-18年度扶輪知識講習會。
時間：12月23日(六) AM8:00 ~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1段3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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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度扶輪家庭日〜『3481一起
  過好年』
時間：2018年1月20日(六)9:30〜16:3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01巷71弄16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社友園地 陳仕銘 Land 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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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遴選本地區2020-21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遴選候選人由。
說  明：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14.030條文規定辦理。

二、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14.040條文規定以投票日之前最近一次半年報繳款日
     期之社員人數寄發選票。填妥後將選票放入專用信封後於2017年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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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58號B1)，以寄發郵戳為準，逾期概不受理。

三、填寫選票應注意事項：
    1.選票應以選務委員會備妥之專用信封填上社名密封後以郵局掛號郵寄之。
    2.選票有編序號影印無效。選票上如有註記其它任何文字、記號或標幟，選票將
      作廢。如填寫錯誤需修改時，必須蓋社章及社長個人章始生效，如無法辨識則
      視為廢票。 
    3.選票上三位候選人請各社務必依規填寫「先後順位」，以利統計。(詳如附件
      單一移讓選票說明)
      以上請各社詳閱各候選人之個人資歷(如附件)，期能選出最理想之總監提名人
      為盼。

四、謹此奉函，敬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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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模範丈夫的自述》

昨天和老婆下象棋，五招之後我便勝局在
望。
老婆臉拉長了，硬說馬可以走「田」字，
因為是千里馬。我忍了。
又說兵可以倒退走，是特種兵。我忍了。
……非得讓象過河，是小飛象。我也忍了。
最過分的是炮可以不用隔棋或者隔兩個以
上都可以打。因為是高射炮。我還是忍了。

忍無可忍的是車可以拐彎，還振振有詞說
哪有車不能拐彎的嗎？這我全部忍了，繼
續艱難鎖定勝局……
但最後，她竟然用我的士，幹掉了我的將
。說這是潛伏了多年的間諜，特意派來做
臥底的。
最後，她贏了……於是，她愉快的去洗衣
服做飯了。

結論就是：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
家和萬事興，和諧共贏
控制情緒很重要
良好的溝通是幸福的基石！
和老婆講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嚴重問題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男士們，回家都學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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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及美扶輪社&中和及安社扶輪聯合
  授證典禮
時間:12月22日(五)下午17:30報到
地點:中和華漾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4F
      (中和環球購物中心4F)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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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RTN 推薦人 輔導社友

1 楊厚仁 Bank Computer Steve

2 謝秉辰 House Computer Watt

3 王森榮 Eason Richer、Steel Eden

4 黃聖諺 Ichilong One Fred

5 林森鴻 Iven House Eden

6 湯皓智 Tom FrankSung Georgia

7 蔡國芳 K.F. Jeff Steve

8 葉錫欽 Jack Yeh Computer Jeff

姓名 RTN 推薦人 輔導社友

1 黃錦雄 Lloyds Land、Steve Georgia

2 鄭正忠 Jack Watt、Steve Watt

3 謝煥緒 Tour Steve Richer

4 唐哲成 Antonio Eden、Kevin Eden

5 賴瑞鳳 Stanley Stainless Eden

社員發展委員會
※2016-17年度新社友

※2017-18年度新社友

友社慶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區服務活動訊息

恭賀《 ⼀桿進洞 》
徐瑞琴 (PP.Eden夫人) 11月16日
於 大溪高爾夫球場 西區第8洞
一桿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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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Computer暨全體社友 敬賀

☆幸運分享☆�
時間：12月30日(六)下午6時
地點：板橋 台南担仔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徐瑞琴Emily
方怡然Eden 敬邀 

106.11.26參加2018-19RYE交換學生甄試 106.12.02參加台北亞太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