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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20日(三)1011次例會
  ◎RYE Inbound學生戴林琳、姜浩恩
    返國前報告

2.6月27日(三)1012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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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4.7月11日(三)1014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5.7月18日(三)1015次例會
  ◎總監公式訪問
  ※敬請社長、秘書、社當、各工作主委
    於上午11:00前抵達會場。 

6.7月25日(三)1016次變更移動例會
  ◎偏鄉學童服務計畫
  ◎用餐地點:泰源茶莊
  ※詳細行程安排另行通知。

7.2018-19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28日(六)下午6:00
  地點：另行通知
  爐主： Richer社長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107年5月30日 第1008次例會
社員: 47人  出席:25人 出國:5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9人 
缺席:Eason、Hummer、K.F。
出席率: 94 %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擴大理事會通過2018-19工作計畫及預算  主持人:林正銘Richer

～～
~~~~~~~~~~~~~~~~~~~~~~~~~~

◎雙和隊6月份月例賽
時間:6月21日(四)
     12:00報到、12:30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歡迎扶輪新血輪

姓    名：姚通吉 Art

年    齡：62歲

籍    貫：台中

職業分類：藝術

服務單位：社團法人貓頭鷹

                     藝術協會 理事長

夫人姓名：王迺慧

結婚紀念日: 77.10.18

推薦人：黃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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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活動
◎2 0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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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Computer、One、Leader。

◎3481地區圓桌會議
時間:6月23日(六)14:30-17:00 
地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主講人:黃維敏 前總監 (PDG Tommy)
         台北百齡社 (3521地區)
講題 : 扶輪人需要知道的扶輪禮儀
進行方式：主席致詞PDG Design (西門社) 
議題主講人：PDG Tommy (百齡社) 
費用 ：$2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2018-19年度第一次社長及秘書會議
時間:7月8日(星期日) 08:10AM~12:00PM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97號/億光大樓
出席:Richer、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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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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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Computer、Richard、Metal。

◎宜蘭西區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6月30日(六)下午5:30註冊6:00開會
地點:品華會館
地址:宜蘭市宜蘭市中山路五段477號
集合時間：6月30日(六)下午4:0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捷運站五號出口旁
            搭乘遊覽車。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雙和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2日(一)中午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晶豪樓餐廳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永和扶輪社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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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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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大世紀社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20日(五)下午6:00報到，6:30開始
地點: 格萊天漾大飯店天闊廳15樓 
地址:台北市艋舺大道101號15樓

友 社 慶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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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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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登山健行會暨會長交接
行程：奇岩山、軍艦岩、丹鳳山連走
日期6/17(日)
集合時間: 
15:30
出發時間: 
15:50
集合地點:
淡水線唭哩岸
捷運站1號出口

※餐敘交接18:00 
  餐廳: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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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製作2018-19新年度名片及社員名錄，
敬請社友配合以下：
   1.欲更換大頭照者
   2.辦公室電話、地址變更
   3.mail變更
   4.職業分類變更
      *以上更新資料請於6/15前告知
      Sandy，以利編輯付印，謝謝。

辦事處訊息

場地探勘 →



~~~~~~~~~~~~~~~~~~~~~~~~~~~~~~~~~~~~~~~~~~~~~~~~~~~~~~~~~ ~~~~~~~~~~~~~~~~~~~~~~~~~~~~~~~~~~~~~~~~~~~~~~~~~~~~~~~~~
扶 輪 知 識

歡迎Andy、Alfa、David新社友配章入社 頒發RYE零用金

感謝PDG.Naomi蒞社精彩演講

例 會 剪 影
<扶輪五大服務>
根據扶輪宗旨，五大服務是扶輪哲學的
基石，扶輪社活動的基礎： 

社務服務：注重在強化聯誼及確保扶輪社
           能有效運作。 

職業服務：鼓勵扶輪社員們透過自己的職
           業來服務他人，以及實踐崇高
           的道德標準。 

社區服務：涵蓋扶輪社為改進本身社區所
           進行的計畫及活動。 

國際服務：包含擴大扶輪在全球的人道服
           務範圍並推廣世界瞭解及和平
           的各種行動。

青少年服務：透過培養領導技能活動、服
           務計畫及交換計畫來表彰青少
           年及年輕人實現的正向改變。 

前四大服務是在1927年比利時奧斯坦國際
年會中由國際扶輪理事會提出；

第五項服務途徑，青少年服務是在2010年
立法會議通過。

<國際扶輪現況>
◎依2018年2月10日止之統計，全世界共有
  35,637個扶輪社、1,220,956名社友，
  分佈在全球217個國家及地域，共劃分為
  545 個地區。

◎扶輪社重視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成立下
  列組織：
  1.扶輪少年服務團1962年成立團數：
     20,372，團員人數：468,556名。
  2.扶輪青年服務團1968年成立團數：
     9,522，團員人數：291,006名。
  3.扶輪社區服務團1986年成立團數：
     9,154，團員人數：210,500 名。

◎國際年會時間地點：
�2017年美國亞特蘭大、
  2018年加拿大多倫多、
  2019年德國漢堡、
  2020年美國夏威夷
� 、2021年台灣台北
  2022年美國德州休士頓。
 

永東高爾夫聯誼會會長交接 PP.Metal夫人方芊嘒一桿進洞餐會

參加地區2018-19年度社員發展及強化扶輪社講習會

紅 箱 捐 款
��� 事由 金額

Andy 歡喜加入永東大家庭。 1,000

Bank 歡喜新社友入社。 1,000

Chester 歡喜Richer第一次敲鐘。 1,000

Computer 歡迎PDG.Naomi蒞社演講及三位新社 4,000

友寶眷蒞社。  

Eden 歡喜David、Alfa、Andy三位新社友加 1,000

 入永東大家庭。  

FrankSung 歡喜David、Alfa、Andy三位新社友加 1,000

 入永東大家庭。  

Fred 歡喜PDG來社演講、恭喜社當Richer 1,000

開始敲鐘。

Georgia 歡喜Richer實習社長上任、歡喜PDG演講 3,000

為社務討論會誤解致歉。

Jacky 高興今天三位新社友配章。 2,000

JackYeh 歡喜三位新社友配章。 1,000

Jack 心情很好。 1,000

Jeff 慶祝永東社破50人。 1,000

K.F 歡迎新社友。 1,000

Land 歡喜新社友配章，歡喜夫人、貴賓蒞會。 1,000

Lawrence 歡喜新社長敲鐘！ 1,000

Leader 歡迎新社友入社，歡迎PDG.Naomi光臨。 3,000

Lloyds 歡迎新社友。 1,000

One 光耀永東、歡迎新社友。 2,000

Peter 歡迎新社友David、Alfa、Andy加入永東 1,000

大家庭。

Richer 歡迎PDG.Naomi主講及社友、夫人踴 3,000

 躍例會。  

Steve 歡迎新社友入社，賀台北永東人數突 1,000

 破50人。  

Tan 歡迎新社友。 1,000

Tom 歡迎新社友。 1,000

Tour 歡喜新社友配章。 1,000

White 歡喜夫人蒞會、新社友配章。 1,000

李明娟 歡喜來例會。 1,000

Jailen (永和社)歡喜Richer實習首敲，祝永東社 1,000

 社運昌隆。  

Naomi (PDG)歡喜再次來永東社演講。 3,000
小計

 

 

合計

41,000

指定捐款                                        506,300

一般捐款                                        405,200

952,500

107.6.6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 本月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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