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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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 第1110次例會  中華民國109年12月5日(星期六)

【 上週出席統計  】
                
109年11月25日 第1109次例會(出席率:82%)
社員: 39人  出 席: 23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4 人 
缺席: Panel、Chan、Sam、Archi、Hummer、
            Light、Ichilong、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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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例會暨扶輪家庭日 

RID3481第四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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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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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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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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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月23日(三)1113例會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5.第三次爐邊會
  主題：社區、職業、國際服務
  爐主：FrankSung(組長)、Eden、
             Chester、Stainless、Ray、Archi、
             Ichilong、Sam、Chan、Gordon。 

12 27 6 00  時間： 月 日(日)下午 :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 號150 1
  ※歡迎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6.12月30日(三)第五週休會。

   

 

活動訊息

◎宜蘭西區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 17 30 18 00間：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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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
集合時間:下午4:00集合搭遊覽車出發
集合地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5號出口
※歡迎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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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四)上午11�00�12�00�12 17
地點：南港關愛之家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73號4樓
主辦社：台北大時代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盲人環台為公
益而跑開幕儀式
時間： 月 日(六)上午07�30�09�00�12 26
地點：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
主辦社：台北公益路跑社 

◎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基
  金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10年1月10日(日)8:30-12:00
地點：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10樓

地區訊息

鶼 鰈 情 深
 Jacky社友＆夫人徐慧珠
（12/3、二十三週年）

Computer前社長＆夫人章勛君
（12/4、二十一週年）

Life社友＆夫人翁碧襄
（12/4、二十二週年）

Ping社友＆夫人林麗琴
（12/14、十八週年）

Panel社友＆夫人薛淑如
（12/23、三十四週年）

Watt前社長＆夫人江金蘭
（12/25、四十週年）

Tom社友＆夫人薛如閔
（12/25、七週年）

生日快樂

  Leader   創社社長12/5
King     前社長  12/12
Chan     社友12/23
Chester  前社長  12/31
李明娟   名譽社友  12/19
徐慧珠（Jacky夫人）12/12
郭正卿（Georgia夫人）12/13
陳春華（Gordon夫人）12/13
胡敏惠（One夫人）12/16
薛如閔（Tom夫人）12/19

◎3481地區年會保齡球聯誼賽
日期：109年12月19日( 六)08:00報到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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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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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註冊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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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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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時間：上午08:0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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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西區社、台北永東社、霧峰社三社
  (兄弟社)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109年12月8日(星期二)
時間：10:50報到、11:00拍照、11:30開球
地點：礁溪球場
餐敘：18:00 鵝肉郎

◎雙和隊12月賽
日期：1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時間：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老爺球場

~~~~~~~~~~~~~~~~~~~~~~~~~~
球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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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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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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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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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D3461 劉禮修DG Eyes      D3501 吳得坤DG Peter
         D3462 葉惟堯DG Bed      D3502 朱立德DG Leader
         D3470 陳清鏗DG Pipe    D3510 邱崑和DG Kent
         D3481 賴志明DG Jimmy   D3521 馬長生DG Good News
         D3482 陳景浪DG Color   D3522 梁榮洲DG Dens
         D3490 陳向緯DG Brian   D3523 阮虔芷DG Tiffany
         台灣12 個地區辦公室
主旨：敬請各位總監發函貴地區各扶輪社及各社社長，鼓勵各社社友及寶眷報名參加
       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 HOC 舉辦「根除小兒麻痺5K 公益健行」活動
說明: 
一、感謝各位總監、各社社長、社友、寶眷們的支持，目前統計台灣12 地區的註冊人
    數已超過 23,000 人報名，全世界已有137 個國家，34,221 社友及貴賓報名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

二、有關HOC憑票活動之「根除小兒麻痺5K公益健行」，活動時間為2021年6月12日(六)
    上午7時至11時，假台北市政府市民廣場出發，至中正紀念堂兩廳院廣場健走5公里
    ，預定1 萬人參加。
     1.國內社友寶眷及貴賓報名採用「各社團體報名」方式，敬請於2021年3月15日前
       完成報名。沒有註冊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者，亦可報名參加5K公益健行活動。

     2.建議各社以「移動例會」的方式來報名參加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根除小兒
       麻痺5K 公益健行」活動。

     3.報名方式：(可參考附件簡報說明)
       (1)由各社執秘彙整團體報名名單(Excel表格如附件)、統計紀念衫尺寸及報名
          費用每人台幣600 元。
       (2)請於 2021年3月15日前，各社將報名名單彙整後統一E-mail 傳給各地區辦
          公室，並將各社報名費統計後，匯款至各地區辦公室。
       (3)請各地區於2021年3月22日前，提供各社報名名單給HOC辦公室：
          jacksonslhsieh@gmail.com並將各地區所有報名費用匯款至以下銀行帳戶：
          銀行：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營業部 (8050012)
          戶名：國際扶輪台灣總會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
          帳號：00100400706508
     4.屆時 HOC將依報名情形，預計於2021年5月份先將End Polio Now 的紅色紀念衫
       、白色紀念帽及小國旗寄到各社辦公室。

     5.請各社執秘協助轉交報名參加的社友及寶眷，並提醒社友於活動當天穿戴紀念
       衫、紀念帽及攜帶小國旗參加活動。

     6.完成 5K 公益健行者，抵達終點時將獲得「完走獎牌」一式。

三、煩請各地區執秘，務必將此函儘速轉寄給各社執秘，並請各社執秘轉知各社社友
    及寶眷盡速報名。
    再次感謝各位總監、各社社長、社友對 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的支持及幫忙。

                                       謝三連 Past RI Director Jackson
                                       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主委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 參加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資深人力委員會樂齡講座活動
說  明：
一、敬邀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社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參加「樂齡講座」活動

二、日    期：2020年12月19日(六) 上午8:00報到8:30開始

三、地    點：台大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四、當日有職業服務贊助社感謝狀頒贈程序，請贊助社務必撥冗派員出席　　

五、報名表、位置圖及流程表如附件：1~3頁。

六、即日起至12月7日(一)　截止報名，座位有限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0-21年度 
地區總監賴志明 DG Jimmy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陳素貞PP Susan
地區扶資深人力委員會主委吳紫雯 PP Sasa

109/11/29參加新北家扶中心歲末園遊會 本社社區服務團熱心參與設攤義賣活動

本社社區扶少團熱心參與設攤義賣活動 109/11/28參加地區反毒慈善音樂會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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