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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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期 第1106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星期三)

1.11月11日(三)1107例會
  ◎專題演講:廟宇故事
    主講人:葉倫會教授 

2.11月18日(三)1108例會
  ◎專題演講:扶輪APP教學
    主講人: Computer 前社長

3.11月25日(三)1109例會
  ◎社務討論會

4.新北市家扶中心歲末感恩園遊會
  時間：11月29日(日)10:00-16: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5.原12月2日(三)1110例會變更與陽光
  會扶輪家庭日合併舉行。

6.第1110次陽光例會暨扶輪家庭日
  時間：12月5日(六)11:00-16:00
  地點：文山農場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湖子內路100號
  ※敬請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

7.12月9日(三)1111例會
  ◎社員大會:選舉第24屆理事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10月28日 第1105次例會(出席率:87%)
社員: 39人  出 席: 28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4 人 
缺席: Chan、Archi、Jack、Gordo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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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愛學幸福 —共創活力的婚姻   主講人: 余宗澤 校長

RID3481第四分區

活動訊息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用愛力挺憨兒
就業能力培訓計畫
時間：11月18日(星期三) 
地點：育成蕃薯藤忠孝庇護工場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81號2樓
主辦社：台北大航海家社 

聯誼活動

◎3481地區年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11月9日10:00報到、11:00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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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拍賣會明細

◎3481地區『扶輪日』暨公益園遊會
時間：11月21日(六)10:00-16:00 
地點：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A、B區
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本社為共同主辦社，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3481地區「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
時間：11月28日(六)19:00-21:00 
地點：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

◎2020新加坡亞太研習會將於12/5-12/6在
線上舉行，不需要任何費用，大會有中文
翻譯，希望大家把握這次的機會、多多註
冊參加。以下是註冊的網頁：
https://joinnow.my/events/46/register

~~~~~~~~~~~~~~~~~~~~~~~~~~~~~ 一般捐款 109.10.28

學 歷
美國維吉尼亞州歐特明大學企管碩士
政治大學企研所結業
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 歷
—產業經營
．展研企業股份公司董事長
．約明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社會企業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校長
．新竹(IC之音)竹科廣播公司董事

—政府參與
．教育部家庭教育諮詢委員
．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委員
．台北市政府教育政策審查委員
．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公益團體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生活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半導體與光電設備產業協會創會
  理事長
．約明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國畫一幅 White Art 2,000

麥卡倫12Y一瓶 Leader Fred 2,000

麥卡倫12Y一瓶 Leader Ray 2,000

麥卡倫12Y一瓶 Steve Lawrence 2,000

SPEY Duke一瓶 Jeff FrankSung 3,000

紫砂壺組 Eden White 3,000

菩洱散茶一袋 Art Leader 4,000

A18紅酒三瓶 2th爐主 Jeff 2,000

A18紅酒三瓶 2th爐主 Steve 2,000

格蘭菲迪18Y一瓶2th爐主 Ping 2,000

小計 24,000

109.10.28

RTN 事由 金額

One 永東登山會義賣帽子捐款! 3,100

小計

前期 一般捐款：109,666 287,666

指定捐款：173,000

合計

3,100

29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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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鶼 鰈 情 深

生日快樂

 Watt     前社長   11/12
Cool      社友      11/20
林麗琴 (Ping夫人) 11/ 8
翁碧襄（Life夫人) 11/ 15
李瓊珠（House夫人)11/ 15
黃素卿（Stainless夫人)11/21

Jack社友＆夫人劉玉鳳
（11/02、二十三週年）

CP.Leader創社社長＆夫人林月照
   (11/30、三十六週年）

顧問委員會開會通知

時間：12月3日(四)下午6:30 
地點：另行通知
召集人：Computer 前社長
出席：全體前社長、社長、社當、副社長
※敬請以上人員準時出席。

https://joinnow.my/events/46/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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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

受文人；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日暨樂智慈善公益園遊會，園遊券認購。
說  明：
一、2020-21年度2021國際扶輪日樂智慈善公益園遊會訂於2020年11月21日(星期六) 
    10:00 AM~16:00 PM於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中央公園A、B區舉行。

二、鼓勵各社踴躍認購園遊券，早鳥預購享總監紅利大方送，預購活動至11月11日截止。
    早鳥預購優惠如下
     1. 滿6,000元送600元
     2. 每滿200元送免費賓果券
     3. 了解扶輪社打卡完成抽好獎
     4. 活動當日打卡攤位王，將獲得總監獎金伍仟元（一名）、貳仟元（二名）、
        壹仟元（三名）。

三、鼓勵各社移動例會強化扶輪情，匯集扶輪各項公益成果，以園遊會方式串起周邊
     社區情感，讓扶輪傳遞幸福。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地區扶輪日主委 劉影梅 IPP Healthy

受文者；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請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每分區派一隊(以5男兩女組成)代表參加扶輪日投籃機
         PK大賽並協調每分區4位社友於扶輪日當天支援協助糾察相關事宜。
說  明:
一、2 020-21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日暨延緩失智慈善公益園遊會訂於2020年11月
     21日(星期六) 10:00 AM ~ 4:00 PM於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A、B區舉行在案。

二、 為促進各社間之團結合作及增加活動歡樂氣氛﹐擬舉辦投籃機P.K.大賽。敬邀各
    分區組團參加扶輪日投籃機P.K.大賽，暨欣賞台灣之光 - 世界冠軍且為世界紀錄
    保持人周育霆先生投球美技。

三、 請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每分區派一隊(以5男兩女組成)代表參加扶輪日投籃機PK大賽。

四、 另扶輪日當天為服務貴賓及社友糾察人數需求達40位﹐擬請各分區協調4名社友協
     助支援糾察工作。

五、 請各分區助理總監於10月23日前將比賽代表團名單及協助支援糾察名單回覆地區服
     務中心。

六、 詳細賽事規則及節目賽程請參閱附件。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地區扶輪日主委 劉影梅 IPP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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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參加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關懷弱勢家庭捐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1/1參加臺北國際扶輪世界年會萬人反毒公益路跑

10/30參加雙和社授證典禮 10/20參加新店社&新店碧潭社&台北永東社高爾夫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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