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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登山活動
  日期：12/31（日）
  時間：08:30集合、08:50出發
  地點：桃園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停車場
  餐敘：12:00亨味食堂.停車場前200公尺
  A行程：石門山.太平山登頂(約3小時）
  B行程：遊石門水庫湖景+觀音像賞景
          (約2-3小時)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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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月10日(三) 991次例會
  ◎新社友自我介紹
  ◎1月理事會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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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月24日(三) 993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6.1月31日(三) 994次例會
  ◎陽光例會

   

 

  

～～

                
106年12月20日 第988次例會
社員: 45人  出席: 32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 人 
缺席:  Ichilong、Hummer、Light 、
         、Panel。
出席率: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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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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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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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參加台北及美、中和及安社聯合授證晚會 12/23參加盲人環台為視障而跑公益活動

12/23 爐邊會分組討論~PP.Lawyer組 12/26爐邊會分組討論~PP.King組

12/23參加地區扶輪知識講習會 12/25 社友薑母鴨餐敘

今日主題：與兄弟社~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永東隊1月球訊：
時間：1/2(二)上午10：25報到、
      10：54開球
地點：再興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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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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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爐邊會(分組討論會)

~~~~~~~~~~~~~~~~~~~~~~~~~~
友社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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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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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落實「扶輪改善世界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年度主題，擴大舉辦保 齡
       球聯誼賽，增加社員寶眷、子女、扶青團員RYE學生參與，敬邀各社踴躍報名
       參賽。
說明：1. 參賽資格：(1) 扶輪社員（2）寶眷 (3）社員子女（4）扶青團員 (5) RYE學生。
            2. 比賽日期：2018年3月3日(星期六 )上午8:00報到、8:30分練球、8:45開始 逾時棄
                   權。
            3. 比賽地點：新喬福保齡球館 
                 比賽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  電話：2246-9988
            4. 報名截止日期：2018年2月9日(星期五)前(包括報名費繳納)，逾期恕不受理。
            5. 報名地點：主委 陳逸森 PP King   FAX :2246-9955  洽詢手機：0933-853-399  
            6. 附報名表及參賽細則，位置圖如附件1.2.3頁。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地區扶輪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林瑞容PDG Michelle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主委          陳家豪PP House
                             地區保齡球委員會主委            陳逸森PP King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社社長　　　　　　
主　旨：徵求3481地區2017-18年度地區年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地區2017-18年度地區年會已訂於2018年4月14日召開，自即日起至2018年2月
    12日止為徵求提案期間，各社提案應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否則不予受理。請於
    該期間內將提案送交本會，以便彙整提交年會表決。

二、 地區年會決議事項
    (1)關於本地區重大問題之建議案。
    (2)國際扶輪交議事項。
    (3)上屆總監提出之該年度地區財務稽核報告。
    (4)2018-19年度地區年會時間及地點之確認。
    (5)2018-19年度地區年會社員每位收費及地區服務中心每位社員分攤金金額之
       同意案（依RI規章僅限地區總監當選人有預算編列權及依預算提出費用分攤
       金提案權）。

三、 提案請依下列格式，以簡要文字敘述
    案由：
    說明：
    辦法：
    提案單位：

四、各提案單位請於上開期間內將提案寄交地區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58號B1　國際扶輪3481地區服務中心 王小姐收或
    E-mail：ri3481@hibox.biz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地區總監洪振攀DG J.P.
                                      地區年會主委陳家豪 PP House
                                      提案委員會主委黃南政PP Franc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P.Eden夫人徐瑞琴一桿進洞幸運分享�
  時間：12月30日(六)下午6:00
  地點：板橋台南担仔麵
  
                 �  ◎台北永東扶輪社2017-18馬來西亞友好
  社邀訪團，訂於2018/1/11-14 將由
  Computer社長帶隊,One祕書長執行並
  請Eric接洽馬來西友好社、Tour安排
  旅行社正式參訪行程，敬請社友踴躍
  報名。

宋明超FrankSung 社友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高山茶1盒 Leader JackYeh 1,000

高山茶3盒 Leader Diamond 2,000

魚膠原蛋白1盒 Peter Jeff 2,100

魚膠原蛋白1盒 Peter Fred 2,100

魚膠原蛋白1盒 Peter Richer 2,100

九陽豆漿機1台 Computer Peter 3,500

紫砂壺1只 Land Diamond 5,000

皇家馬德里葡萄酒 Antonio Eric 3,000

九陽紫砂煲1台 K.F. Computer 4,200

小計 25,000

~~~~~~~~~~~~~~~~~~~~~~~~~~
第⼆次拍賣會 106/12/20

組別/爐主 時間、地點如下：

第二組 PP.Watt PP.Stainless PP.Metal 時間：1月3日(三)下午2:30

PP.Peter Jeff House Eason 地點： PP.Peter家

 Archi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129巷27號

第三組 Tour Richer Lloyds 時間：1月10日(三)下午6:00

PP.Eden JackYeh Hummer PP.Delica 地點：美味小館 

 Antonio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47巷5號

第五組 IPP.Steve Ray Land 時間：1月3日(三)下午6:00

PP.Lawrence Jack PP.Fred Computer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組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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