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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 姜幸麟Computer 社長當選人: 林正銘Richer 秘書: 戴林良宇One 會計: 許慶德Chester
節目: 唐哲成Antonio
聯誼: 黃信豪Archi
糾察: 黃錦雄Lloyds 社刊: 張國端Alumi

2016-2017年度 第二十卷 第26期

第990例會

中華民國107年1月3日(星期三)

今日主題：RYE Inbound學生自我介紹
Lawyer前社長＆夫人黃明瑜
(1/3、四十四週年）

1 .1月10日(三) 991次例會
◎新社友自我介紹
◎1月理事會

Delica前社長＆夫人劉麗滿
（1/9、四十一週年）

2.社長率團赴馬來西亞友好社邀訪團
時間訂於2018/1/11-14。
※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Light 社友＆夫人蕭湘琦
（1/9、十八 週年）
One 社友＆夫人胡敏惠
（1/11、二十 週年）
Peter 前社長＆夫人郭明玉
（1/17、三十九週年）
Antonio 社友＆夫人蘇淑護
（1/19、二十五週年）
Richer 副社長＆夫人葉淑琴
（1/21、十三週年）
King前社長＆夫人賈季蓁
（1/26、二十七週年）

12/31第二次登山會~石門山、太平山登頂

3.1月17日(三) 992次例會
◎專題演講:最夯3D列印
主講人: 陳仁德 老師
4.1月24日(三) 993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5.1月31日(三) 994次例會(陽光例會)
◎時間：1月31日(三)中午12:00
地點：麒麟閣
地址：永和區永和路二段57號2樓
※例會結束前往永和耕莘醫院參加
新春送暖~備糧包活動
6.2月7日(三) 995次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記結婚週年慶
7.2月14日(三) 適逢農曆春節前夕
休會乙次。
12/27與宜蘭西區扶輪社聯合例會於一郎日本料理

Panel
社友 1/03
Eden
前社長 1/10
Metal
前社長 1/10
Stainless 前社長 1/11
Tour
社友 1/13
Richer
社當 1/23
Steve
前社長 1/26
蔡麗芬(Steel夫人) 1/12
郭明玉(Peter夫人) 1/29

【 上週出席統計 】
106年12月27日 第989次例會
社員: 45人 出席: 30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Color、Hummer、Light 、Metal、Panel。
出席率: 89%

地區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來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扶輪公益~圓夢計畫」
時間：107年1月6日(六)上午10:0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藝術廳舉行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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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Computer、Richer、Land、Fred、
Eden、Richard、Peter、Delica、
Metal、King。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參加2017-18年度扶輪家庭日-3481一起過好年
說 明：
一、時間：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 上午9:30 ~16:3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01巷71弄16號)
流程表：
AM9:30報到聯誼（薑茶/桂圓紅茶暖暖）
AM10:00 新春祥獅獻瑞.總監致詞,活動開始
AM10:20-11:４0 闖關拿福袋（6關）/園區導覽
AM11:４0 –PM2:30 扶輪圍爐/猜燈謎／摸彩
PM2:30-PM4:00山中下午茶

◎2017-18年度扶輪家庭日-3481一起過好年
時間：107年1月20日(六) 上午9:30 ~16:3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01巷71弄16號
費用：每名800元
◎3481地區保齡球聯誼賽
日期：3月3日(六)上午8:00報到、8:45開始
地點：新喬福保齡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
報名截止日：2月9日(星期五)
費用：每名500元

~~~~~~~~~~~~~~~~~~~~~~~~~~
2018-19 長期派遣學生第二次講習會
時間：1月27日(週六) 9:00〜17:00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格致樓 101 會議室
（近捷運萬芳醫院站）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分區聯合舉辦~關懷獨居老人溫馨送暖
時間：1月31日(三)下午15:00~17:00
地點：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12樓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路80號

訃聞
本社 鄭正忠 Jack 社友 慈父 鄭老先生
慟於 106年12月11日仙逝，享壽96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 107年1月14日(日)上午8:30
公祭地點: 喪宅
地址: 新北市三芝區錫板里15鄰小坑子1號

訃聞
本社許慶德Chester前社長慈母 許老夫人
慟於 106年12月16日仙逝，享壽90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 107年1月4日(四)下午14:30
公祭地點: 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至真三廳
地址: 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號

RYE聖誕餐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爐邊會(分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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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1月3日(三)下午2:30
地點： PP.Peter家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129巷27號
時間：1月10日(三)下午6:00
地點：美味小館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47巷5號
時間：1月3日(三)下午6:00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
貄跬 粨棜螔悗秥棩貺錋
娖偔
ユ

二、活動當日邀請書法大師揮毫寫春聯,闖關拿福袋,猜燈謎拿禮物,摸彩得大獎,超澎
派的烤山豬和天香回味香腸等山珍美味佳餚饗宴!熱鬧中國風嘉年華會。暖暖冬
陽,徐徐微風,鳥瞰台北後花園美景盡收眼底,好生愜意！扶輪家庭委員會敬邀各
社社友攜家帶眷踴躍報名參加，3481大家庭一起過好年。
三、當日旺旺好運禮包括有森林小木屋住宿(可泡湯)、Canon單眼相機及類單眼相機
、華碩的雙鏡頭手機、能量圍巾等物超所值禮品...。好禮大方送，不容錯過。
四、費用每位800元(7歲以下幼兒免費,小學以上學生收400元）。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洪振攀 DG J.P.
社員委員會主委林錦江 PP River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
許聰發 PP Lou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請各社鼓勵社友出席2018/2/27(二)在台中市政大樓舉辦之「國際扶輪台
灣12 個地區2017-18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
說 明：
一、"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策畫結合全台12個地區，將於明年2/27(二)在台
中市政大樓舉辦國際扶輪台灣12 個地區2017-18 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
活動主題:「扶輪服務，無遠弗屆」(Rotary Service, No Boundary)
聯合發表會暨頒獎儀式： 日期：2018 年2 月27 日(星期二)
時間：13:30-14:00 報到；14:00-17:00 開會
地點：台中市政大樓四樓集會堂
展覽：日期：2018 年2 月27 日(星期二)至3 月6 日(星期二)9:30~17:00自由參觀；
地點：台中市政大樓惠中樓一樓中庭
二、敦請各社統計參加人數，將統計名單回傳地區服務中心，以憑辦理。
國際扶輪3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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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30參加EdenPP夫人徐瑞琴一桿進洞分享會於板橋台南擔仔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