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D.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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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年度 第二十卷 第43期

~~~~~~~~~~~~~~~~~~~~~~~~~~
2018. 5 .23
拍賣會收入
受匣
百富14年
膠原蛋白(2盒)
膠原蛋白(1盒)
小計

提供人
Steve
Peter
Peter

承購人
Jack
Richer
Archi

承購價
5,000
4,000
1,500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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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遊日月潭

1 . 6月6日(三)1009次例會
◎專題演講：講題連絡中
主講人：林鸞鳳 PDG . Naomi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6月理事會

2.6月13日(三)1010次例會
◎擴大理事會: 通過2018-19預算及工
作計畫

4.6月27日(三)1012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5.第20、21屆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7月4日(三)下午6:00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B1芙蓉廳
6.7月11日(三)1014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7.7月18日(三)1015次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
107年5月23日 第1007次例會
社員: 47人 出席:30人 出國:5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5 人
缺席: Eason、Hummer、House、King、
Ichilong。
出席率: 89 %

中華民國107年 5月 30日(星期三 )

今日主題：職業參訪~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6月20日(三)1011次例會
◎RYE Inbound學生返國前報告

~~~~~~~~~~~~~~~~~~~~~~~~~~
【 上週出席統計 】

第1008例會

～

◎永東隊6月份月例賽暨會長交接
時間: 6月5日(二)
11:30報到、12:00開球
地點:幸福球場

友社慶典

3481地區活動

◎新店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6月1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號1樓
出席:Computer、One、Steve、Iven、Tour、
Jeff、Richard、Peter、King、Lawrence。

◎2018-19年度社員發展暨強化扶輪社
講習會
日期:6月9日(六)上午08：00-12：10
地點:臺灣大學圖書總館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出席:Roicher、Diamond、Land、White、
FrankSung、Steve、JackYeh、K.F、
Cool、Tan。

◎耀東網路扶輪社授證三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6月4日(一)下午17:30註冊18:00典禮
地點:南海魚村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08號
◎秀峰扶輪社22週年
時間:6月14日(四)5：30分註冊、6：00開始
地點:寬和宴展館一樓茉莉廳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237-6 號

◎ 2017-18年度創區前瞻團隊感恩晚會
時間:6月16日(六)下午17:00(報到、聯誼)
地點:國賓飯店2樓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出席:Computer、One。

◎ 2018-19年度長期派遣學生第四次講
習會暨結業典禮
◎宜蘭西區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6月10日(日)上午9：00〜下午5：00
時間:6月30日(六)下午5:30註冊6:00開會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格致樓101會議室
地點:品華會館
（近捷運萬芳醫院站）
地址:宜蘭市宜蘭市中山路五段477號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出席:戴郡緹(One千金)、王楷翔(Hummer
◎永和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公子)、接待家庭、顧問。
時間:7月3日(二)中午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永和扶輪社社館
~~~~~~~~~~~~~~~~~~~~~~~~~~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16號7樓之2
◎中和社、台北及美社、中和及安社三社
聯合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06日(五)17:30註冊、18:00開始
地點：華漾大飯店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舉行

PP.Metal夫人方芊嘒一桿進洞餐會
時間:6月5日(星期二）下午18:00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96號
※歡迎社友與夫人踴躍出席。

~~~~~~~~~~~~~~~~~~~~~~~~~~~~~~~~~~~~~~~~~~~~~~~~~~~~~~~~~
地 區 來 函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敬邀各社贊助及參與2018-19年度唯一職業服務計畫「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
說明：
一、 2018-19年度地區職業服務計畫 「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以下簡稱就博會)
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10:00~16:00
地點：台北市花博公園爭艷館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二、 此次就博會為勞動部針對45歲以上人士，所舉辦之大型現場職缺媒合活動，期盼
透過國際扶輪與勞動部之策略夥伴服務計畫，以樹立扶輪職業服務之新價值與典
範。
三、 敬邀各社參與共同主辦贊助5,000元起，並推薦社友公司或友善企業，申請就博會
廠商面試媒合之現場徵才免費攤位。(活動完全免費，攤位安排與篩選由委員會統
籌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慶賢Jeff 社友
社友園地
【這十個壞習慣，偷走你的陽壽。】

【養生之道】

第一名：缺乏運動。
第二名：蹺二郎腿。
第三名：如廁看報。
第四名：初醒就下床。
第五名：連續用電腦。
第六名：彎腰搬重物。
第七名：排便太用力。
第八名：日飲水不足。
第九名：偏好過熱食。
第十名：飲過量咖啡或茶。

01:晨起喝溫水，到老不後悔。
02:早上吃生薑，身強體又健。
03:飯前一碗湯，不必開藥方。
04:多食一點醋，沒空上藥舖。
05:常吃一點蒜，老來四處竄。
06:每天五蔬果，老人似小伙。
07:天天一身汗，醫生不用看。
08:有空勤拍打，健康病不找。
09:睡前泡泡腳，湧泉三陰交。
10.14經絡常拍打，包你長年似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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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 個職缺幫助了1個家庭！懇請各社社友或非社友企業提供友善中高齡職缺，該職
缺開放給 45歲以上求職者面試的機會，職缺內容不論是全職、兼職、論點 、算工
時，打工、專案或短期需求都可以，不論是內勤、外勤、服務業、生產、白領或
藍領工作，只要符合勞基法，只要願意提供面試機會都非常感謝 !
五、若企業提出 20個以上友善中高齡職缺，則可另外申請獨立攤位。申請不滿 10個職
缺以上之攤位，委員會將安排合併攤位，但是每一公司皆享有一樣的參展廠商權利
義務。
六、 邀請 《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蒞社專題演講；並鼓勵社友申請登記成為台灣扶輪
職業服務網「扶輪友善中高齡企業」之會員企業

參加新店碧潭社授證典禮

參加新店碧潭社授證典禮

七、本次服務計畫已納入2018-19年度總監獎項。若贊助社推薦之參展公司參與就博會
，並獲任何媒體報導,促進提昇國際扶輪與貴社之公共形象者,可同時申請公共關係
獎項。委員會可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計畫內容與活動照片。
八、諮詢窗口：各分區AG, VAG、本委員會執行長PP Jacky (千禧社) 0937-998-997
副主委PP Susan (芙蓉社) 0928-232-597。若有任何疑問或需求，我們將竭盡
心力提供最好最即時的服務！
九、其他活動與申請細節請參照隨函附件：
1. 2018-19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職業服務計畫參與意願回覆表
2. 登記成為台灣扶輪職業服務網「扶輪友善中高齡企業」意願回覆表
3. 例會邀請專題演講或5分鐘宣傳意願回覆表
4. 「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企業現場徵才報名表
5. 國際扶輪3481地區職業服務計畫「107年中高齡就業博覽會」活動DM

召開2018-19籌備理事會

第五次爐邊會(PP. Stainless組)

國際扶輪3481地區
2017-18年度總監洪振攀DG JP
2018-19年度總監當選人莊進標 DGE Professor
2018-19年度服務計畫主委張盈泉 PP Rubber
2018-19年度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呂漢崗 PP Hank
2018-19年度資深人力委員會主委程念恩 VP Annie
參加2018-19CTTS講習會

參加2018-19扶輪基金講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