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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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期 第1107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1.11月18日(三)1108例會
  ◎專題演講:扶輪APP教學
    主講人: Computer 前社長
  
2.11月25日(三)1109例會
  ◎社務討論會

3.12月2日(三)1110例會變更與陽光
  會扶輪家庭日合併舉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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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本活動
    安排專人烤肉，為統計人數準備
    食材，敬請社友盡速報名。

5.12月9日(三)1111例會
  ◎社員大會:選舉第24屆理事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6.原12月16日(三)例會變更與社區服務
  -永福之家歲末關懷活動合併。

7.社區服務-永福之家歲末關懷行暨
  捐贈儀式
  時間：12月19日(六)
        11:00-14:00
  地點：永福之家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莊頂路2號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11月4日 第1106次例會(出席率:87%)
社員: 39人  出 席: 29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 人 
缺席: Chan、Life、Jack、Gordon、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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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爺的故事   主講人:葉倫會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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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午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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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大風堂扶輪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11月20日(五)17:30註冊,18:00開始
   地點：台北花園飯店2樓 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號2樓
  出席：White、FrankSung、Lloyds、Jeff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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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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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顧問委員會開會通知

時間：12月3日(四)下午6:30 
地點：萬豪酒店-欣葉中菜餐廳

199號1樓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中城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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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

現任
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1997年起～）
大稻埕老街攝影巡禮(2005年10月起～)

經歷
海關博物館首任館長
台北市史蹟解說員聯誼會第5、6屆會長
師大人文教育中心講師
台灣省城隍廟學術講座主持人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百年校慶特刊「典
藏北一女」指導教授
古蹟維護與文化傳承講座

本月生日快樂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 余宗澤校長精彩演講

◎扶輪家庭《歡樂魅力聖誕晚會暨親善大
使選拔》
時間：109年12月20日(日)下午6:10註冊
地點：典華旗艦館6F花田好事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6樓
費用：每位$1200元

◎3481地區年會保齡球聯誼賽
日期：109年12月19日(六)08:00報到 
地點：新喬福保齡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
費用：每人新台幣700元
      (含紀念品、獎品及餐費)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2020-21國際扶輪全國羽球邀請賽
日期：110年1月30日(六)08:00-18:00 
地點：台北體育館7樓羽球館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0號
費用：●個人賽(每組2位) 1,000 元/組
       ●4P 組(每組4位) 1,200 元/組
       ●團體賽(每隊報名不超過7位)
         10,000 元/隊（含晚宴餐費）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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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物資
    提供園遊會義賣。

◎宜蘭西區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 12 15 17 30 ,18 00間： 月 日(二) : 註冊 : 開始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號1
  ※歡迎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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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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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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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2020-21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敬邀各社參與2020-21年度扶輪家庭《歡樂魅力聖誕晚會暨親善大使選拔》
說明:
一、 本地區2020-21年度扶輪家庭《歡樂魅力聖誕晚會暨親善大使選拔》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20年12月20日(星期日)18:10
     地點：典華旗艦館6F花田好事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6樓)

二、本次活動，已納入總監獎項之服務計畫第27條鼓勵貴社參加地區扶輪家庭日活動，
    敬邀各社共襄盛舉，並以移動例會方式認桌。晚會內容豐富包含親善大使決選賽、
    歡樂『秀time』看走秀、經典歌曲演唱…一連串精彩節目，還有多樣模彩獎品等你
    拿。

三、凡出席社友繳付餐費每位$1200元，並於即日起繳納額滿為止。由於場地有限，限
    量共56桌。越早繳費，位置越接近舞台！

四、請各社彙整將餐費每位$1200或認桌款$12000/桌，匯款至地區專戶

五、請各社利用下列表格回覆訂購餐劵數量，敬請查照辦理。
     ※ 扶輪家庭委員會誠摯邀請您和新、老朋友一同歡度耶誕 ※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社員服務委員會主委     林錦江 CP River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     盧玉茹 PP Janus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公佈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3-24年度地區總監指定提名人姓名及所屬扶輪社由。
說  明：
一、截至2020年10月30日推薦截止日止，地區選務委員會僅收到台北永福扶輪社推薦
    黃桂香PP Jennifer為3481地區2023-2024總監提名候選人。經11月2日選務委員會
    召開資格審查會議，該候選人均符合資格及相關規定。

二、根據國際扶輪細則12.040規定如扶輪社推薦之候選人僅有1人，則無需投票，地區
    總監即可宣布此一候選人為地區總監提名人。謹此公告台北永福扶輪社黃桂香PP
    Jennifer 為3481地區2023-2024年度總監指定提名人。

三、謹此奉函，敬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一般捐款 10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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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扶輪日』暨公益園遊會
時間：10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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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End Polio暨反毒慈善音樂會」
時間：10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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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參加地區年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於台北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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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訊息

大家好

我是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的長谷川。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的27週年的幻燈
片放映。请务必看一看。

從下列的URL下載請看。
https://firestorage.jp/download/72e3c0c2
9947c392f6be5c03061829182693e329

我期待再次與你相見。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輪社
長谷川　隆
E-mail. adspirits@nifty.com

東京江戶川中央扶論社訊息

RTN 事由 金額

Antonio 歡迎Jason&Nick新朋友來社玩。 1,000

Archi 歡喜例會，開心看到Diamond。 1,000

Chester 歡迎Diamond歸隊。 1,000

指定捐款-永福之家復健器材。 30,000

Computer 感謝社長贊助路跑豐盛早餐。 1,000

 

生日快樂!

 

Cool 歡喜Diamond&速花姐參加例會。 1,000

Delica 歡迎Volvo來例會。 1,000

Fred 歡迎同學回來參加例會。 1,000

Georgia 歡迎Volvo蒞臨。 2,000

Ichilong 謝謝大家10/18的蒞臨與祝福。 10,000

Jeff 歡迎一郎好友來例會。 1,000

Jacky 高興來例會。 2,000

Lloyds 歡喜老婆來聚會。 1,000

Metal 歡迎城日城衛星扶輪社主席 1,000

Volvo和社友Tiger來社參加例會
One 歡喜Diamond例會。 1,000

Ping 指定捐款-永福之家復健器材。 5,000

Ray 開心例會。 1,000

Stainless 歡喜親愛太太本月壽星。 1,000

Steve 歡迎Diamond暨夫人回娘家。 1,000

Tan 歡迎Diamond.Nick.Jason蒞臨。 1,000

Watt 祝全體社友及寶眷健康、快樂。 1,000

White 指定捐款-永福之家復健器材。 30,000

林月照 (CP夫人)指定捐款-家扶中心。 20,000

Volvo 歡喜來台北永東社例會。 2,000

余宗澤 主講車馬費回捐。 3,000

蔡松原 歡喜來與好朋友聚餐，贊助23
屆社長鹿角威士忌一箱。

小計

前期 一般捐款：117,766 290,766

指定捐款：173,000

合計

120,000

41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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