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2020-2021年度 第二十三卷 第7期 第1096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8月19日(星期三)

1.8月26日(三)1097例會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歡迎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2.9月2日(三)1098例會
  ◎專題演講:膝關節的Q&A
    主講人:廖翊廷 主任醫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9月9日(三)1099例會
  ◎坪林社區服務(暫定)

4.9月16日(三)1100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連絡中
  ◎ 9月理事會

5.原9月23日(三)例會變更與第二次
  爐邊會暨中秋晚會合併舉行。

6.第二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時間:9月26日(六)下午6:00
  地點:另行通知 
  爐主:Lloyds(組長),Peter,Watt, Metal,
             Steve,One, House,Tan,Cool,Jerry。
  主題:社務行政

7.9月30日(三)第五週休會乙次。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8月15日 第1095次例會(出席率:88%)
社員: 40人  出 席: 20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1 人 
缺席: Light、Chan、Hummer、Metal、Stainless。

社長:白成業White   社長當選人:宋明超FrankSung  秘書:許慶賢Jeff   會計:林冠宇Fred

節目:陳仲捷Tan         聯誼:謝秉辰House                 糾察:蔡能欽Cool 社刊:周佑民Steve

辦事處: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37號5樓  /    TEL:2368-3596 /  Fax:23683597

E-mail: yhe.adsl@msa.hinet.net   http://www.rotary-yhe.org.tw

今日主題：歡迎3481地區總監一行蒞社公式訪問

RID3481第四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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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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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經歷：
1995.10.16  加入台北中央扶輪社
2005-06年度  台北中央扶輪社第20屆社長
2015-16年度  第九分區助理總監
2016-17年度  地區副祕書長
              地區健康委員會主委
2017-18年度  地區執行副祕書長
              國際姊妹地區委員會主委
              巨額捐獻委員會副主委
              國際姊妹地區委員會主委
              社長、秘書、地區團隊聯
              合就職典禮執行長
2018-19年度  2020-21地區總監提名人
              地區策略計劃委員會副主委
              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顧問
              國際姊妹地區委員會主委
              巨額捐獻及捐獻基金顧問
              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主委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地區總監當選人

輔導新社：
台風扶輪社總監特別代表
上海城中扶輪社輔導委員
台北牡丹扶輪社新社顧問
台北中央二代衞星社輔導委員

扶輪基金捐獻及獎項：
保羅哈理斯之友
永久基金捐獻人
 2015-2016年度 巨額捐獻人
 2017-2018年度 冠名捐獻人
 2018-2019年度 巨額捐獻人                
中華扶輪教育冠名獎學金   
 2019-2020年度 AKS捐獻人
其他捐獻：
台北中央扶輪社清寒獎學金累計50萬

 2020-21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賴志明  DG. Jimmy

籍貫：台灣台中
所屬扶輪社：台北中央扶輪社
職 業 分  類：機械製造
語 言 能 力：國語、台語、英語、日語、法語

學歷：
淡江大學法文系
日本明治大學經濟學碩士
日本明治大學經濟學博士班研究生一年

現任：
台灣安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日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
日本明治大學台灣校友會名譽會長
台灣(老淡水)高爾夫俱樂部理事

◎台北大世紀扶輪社五週年慶典
時間：8月27日(四) 17:30註冊 18:00開始
地點：台北花園飯店2F 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1號
出席：White、Franksung、Lloyds、Jeff、
            Peter、Chester、Watt、One、Tom、
            Cool、Ray

社務訊息

◎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12日(六) 8:00 - 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10樓

◎雙和隊8月球訊
時間：8月20日(四)12:00報到、12:21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2020-21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訪
日期：9月5-6日(六日)
地點：苗栗二日遊
住宿：日出溫泉飯店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34號)
職業參訪：春池玻璃
          (新竹市牛埔路 176 號)

聯誼訊息

◎2021臺北國際扶輪世界年會萬人反毒
公益路跑
日期：11月1日（星期日）06:00～10:00
地  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 (出發起終點)
報   名費： a. 休閒3K組 / 500元人
                 b. 競賽12.5K組 / 800元人
報名：即日起報名(2020年8月24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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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3屆社刊

地區來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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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理事會會議記錄

受文者：各扶輪社社長暨全體社友
主  旨：敬請  貴社支持2020-21年度地區「職業服務APP軟體」計畫。
說　明：
一、 請  貴社支持地區職業認識及促進委員會之「職業服務APP軟體」重點計畫，此計
     畫主要整合3481地區各社社友的職業相關資訊，透過完整資料庫蒐集，可利用關
     鍵字搜尋、職業地圖 ……. 包含介紹優良企業，提供企業好物共享給所有社員，
    讓社員可以用企業提供給扶輪的優惠，等衍生一系列的互動職業服務資訊網

二、 職業乃是服務社會的機會，此APP軟體第一階段將以扶輪商店為主軸，只要您加入
    扶輪商店，社友即可在Rotary Passport APP(開發中)搜尋到，並還可得知您專屬
    給扶輪人的優惠，以利增加並促進經濟消費，發揮扶輪友誼互惠的精神。 

三、 隨  函附上扶輪商店線上申請表單連結及QRcode 
    https://forms.gle/mx8iiP83hVaCzwYQ8
    請社友於8月31日前，自行連結上網或掃描QRcode
    登入填寫，感謝 貴社社友們的支持。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請各社踴躍支持「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活動成為共同主辦社。
說  明：
一、國際扶輪3481地區將於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7:00假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舉辦
    「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敬邀各扶輪社共同參與，用音樂來作慈善公益
     ，為貫徹扶輪人道服務更進一步的努力。

二、敬請貴社發揮愛心，慷慨贊助2萬元，支持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擔任共同主
     辦社; 亦歡迎各社社友以個人或企業公司名義共同贊助。凡贊助達兩萬元者可獲等
     值入場卷(含兩張VIP卷)並於節目單上列名。該贊助列為「總監鼓
     勵優先獎項」。

三、當日音樂會社友認購票價為每張1,000元，請各社鼓勵大家認購票卷邀請親朋好友
     參加，共享美好的音樂饗宴同時又能服務做公益。請各社協助彙整貴社購票張數統
    一向地區訂購。     

四、 特此函知，敬祈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慈善音樂會主委       劉立仁 PP Tenor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總 監            賴志明 DG Jimmy 
青少年服務主委 林美莉 PP Mely 
青少年交換主委 郭育嘉 PP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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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9年8月15日(六)PM 5:00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濱江店)
出席：White、FrankSung、Jeff、Lloyds、Fred、Georgia、Ray、Tan、House。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109年7月財務報表案。
    說 明：附109年7月財務報表。
    決 議：通過。

(二)案 由：請討論陳仕銘前社長退社後各委員會職缺遞補案。
    說 明： 1.理事：依章程由候補理事謝秉辰遞補。
            2.顧問委員會主委：依扶輪慣例由前一屆前社長擔任。
            3.獎助基金委員會主委：依管理辦法由當屆社長白成業擔任。
            4.登山會會長委由戴林良宇社友擔任。
    決 議：通過。

(三)案 由：本社王正煜前社長接任雙和隊第36屆會長送理事會報備。
    說 明：經協調王正煜前社長同意接任雙和隊會長。
    決 議：通過。

109.8.15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於一郎日本料理濱江店

109.8.17參加第四分區聯合服務於愛維養護中心

https://forms.gle/mx8iiP83hVaCzwYQ8
https://forms.gle/mx8iiP83hVaCzwY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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