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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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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三次爐邊會(分組討論會)
  主題：職業服務、社區服務、國際服務
  主講：Jacky、Jeff、Hummer。
  爐主：Leader、Peter、Eden、Lawyer
         Lawrence、Chester 。
  時間：12月23日(五)晚上
  地點：另行通知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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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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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月10日(三) 991次例會
  ◎新社友自我介紹
  ◎1月理事會

   

 

  

今⽇主題 : 社員⼤會～選舉2018-19年度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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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慶德 Chester前社長

                
106年11月22日 第984次例會
社員: 46人  出席: 33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4 人 
缺席:  Alumi、Steel、Ichilong、
             Color、Hummer、Light 、
             House、Peter。
出席率: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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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思人生：【换位思考】

你走路時，討厭車，
你開車時 ，討厭行人。
你打工時 ，
覺得老闆太強勢 ，太摳門。
你當老闆後 ，
又覺得員工太沒有責任心，
沒有執行力。
你是顧客 ，
認爲商家 太暴利，
你是商人， 
又覺得顧客太挑剔……

其實我們 都沒錯， 
錯在， 我們站的位置不同 。
記得 換位思考，
人生 ，才會美好，
換位做人，懂得感恩，
你纔會走向成功！

本月生日快樂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

PP.Sunny精彩演講106.12.9參加地區獎助基金講習會

106.12.8參加中和福美社授證晚會 106.12.9參加地區社企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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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園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來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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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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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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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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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慶典

紅箱統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 ：地區各扶輪社社長、各分區助理總監、各分區副助理總監。
主旨：敬邀動員社友蒞臨參加，本年度扶輪公益網委員會舉辦「扶輪公益~圓夢計畫」
說明：
一、 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乃延續3480地區2014年成立的台灣扶輪公
    益網。成立的目的在於鼓勵扶輪社友，捐贈公司及家庭二手環保物資，透過扶輪
    社友共同建置的網路科技平台，媒合給社福單位協助弱勢單位、家庭或個人索取。
二、 扶輪公益網物資媒合平台，每年有近400個社福單位，上網索取社友所捐贈的物
    資。感人而溫暖的故事每天在社會各個角落發生，從不放棄點亮希望的夢想。
三、 3481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今年特別遴選「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做為是扶輪公益網的年度活動項目之一，希望藉活動「扶輪公益~圓夢計畫」拋
    磚引玉，讓扶輪社友對社區服務有更多的參與與認識。 
四、 茲定於2018年 1月6日(星期六)早上十時正，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藝術廳舉行「扶
    輪公益 點亮角落 小胖威利圓夢畫展」，敬邀各社社長支持並鼓勵社友踴躍參加，
    共襄盛舉。
五、 隨函檢附 01. 報名表(一)、02. 緣起與活動內容(二)，請查照彙辦。
                                  
                                  國際扶輪3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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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陳俊宏CP Archi
                                  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江俊盈 PP Co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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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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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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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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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N 事由 金額

Antonio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3,000

Bank 歡喜結婚週年。 1,000

Chester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愛心園遊會攤位。 5,000

Computer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愛心園遊會攤位。 5,000

Delica 歡喜來例會。 1,000

Diamond 歡迎寶眷來參加例會。 1,000

Eric 歡喜來例會。 1,000

Fred 恭喜Eden嫂一桿進洞。 1,000

Georgia 高興見到美美、英洳、如閔。 2,000

Iven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3,000

Jacky 老婆生日快樂。 1,000

Jack Yeh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3,000

King 歡喜來例會。 1,000

Leader 歡喜生日快樂。 2,000

Land 歡迎老婆生日暨前來參加例會。 1,000

LLoyds 歡喜聚會。 1,000

One 看到大家真好。 1,000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2,000

Ray 感恩永東的照顧。 1,000

Richer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2,000

Richard 歡迎PP.Sunny蒞社演講。 1,000

Stainless 歡喜啦！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3,000

Steve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3,000

Watt 感謝老婆這麼多年來的照顧。 2,000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徐瑞琴 歡喜一桿進洞，幸運、快樂分享 2,000

李明娟 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120,000

小計

 

 

合計

167,000

指定捐款                                261,000

一般捐款                                226,100

487,100

106.12.10參加新北市家扶中⼼歲末感恩園遊會義賣於板橋第⼀運動場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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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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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月16日(六)9：00〜17：00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格致樓101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出席：戴郡緹、王楷翔同學暨家長

~~~~~~~~~~~~~~~~~~~~~~~~~~
2018-19年度交換學⽣開訓典禮暨講習會

106.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