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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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期 第1118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2月3日(星期三)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1月20日 第1116次例會(出席率:83 %)
社員: 40人  出 席: 20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9 人 
缺席: Antonio、Chan、Ichilong、Light、Panel、
      Metal、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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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毫春聯   主講人: 顧兆江 PP .Joe(新店社)

RID3481第四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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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三)適逢春節前夕休會乙次
  
2.2月17日(三)例會變更與第四次爐邊
  會暨新春團拜合併舉行。

3.第四次爐邊會暨新春團拜(1119例會)
  主題：獎助基金
  爐主：Jeff( Lawyer King組長)、 、
                Delica Fred Computer、 、 、
                Panel Jacky Tom Life  、 、 、 。
  時間：2月21日(日)下午6:00
  地點：春申食府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66號
  ※歡迎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4.2月24日(三)1120例會
  ◎社務討論會

5.3月3日(三)1121例會
  ◎專題演講:講題連絡中
    主講人: 郭櫻 女士
            (永和社PP.Poster夫人)
    邀請人：PP.Chester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6.3月10日(三)1122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連絡中

   

 

活動預告

◎褓姆社永和社授證44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3月5日(五)18:00-21:0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2樓如意廳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0號
出席：White、FrankSung、Lloyds、
             Jeff、Leader、Peter、Eden、
             Delica、Antonio、Tan、House。
※不克出席社友請告知秘書Jeff另行安
  排，謝謝。
    
◎本社授證23週年紀念慶典晚會
時間：3月26日(五)18:00-21:00
地點：凱達大飯店宴會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社友須著正式西裝配年度領帶。
※場地布置組請於4:00抵會場。

◎雙和隊2月例賽
日期： 2月25日(四)
時間：10:00報到、10:30開球
地點：長庚球場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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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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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箱捐款 110.1.13

RTN 事由 金額

Eden 感謝Tan職業服務。 2,000

Jack 心情很好，跟社友共餐。 1,000

Jeff 開心例會。 1,000

Leader 歡喜來例會，大家平安! 1,000

Lloyds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1,000

Steve 恭喜WattPP孫女週歲快樂。 1,000

White 歡喜大家參加例會。 2,000

小計

前期 一般捐款：205,766 564,766

指定捐款：359,000

合計

9,000

573,766

 110年1月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1月20日(星期三)PM2:00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出席：White、FrankSung、Jeff、Lloyds、
      Fred、House、Tan。
列席：Jack、Gordon、Watt、Art。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109年12月財務報表案。
    說 明：附109年12月財務報表。
    決 議：通過。

服務單位：澹寧書法學會
           2000-04理事長

扶輪經歷：
新店社秘書(1995-96)(2002-03)年度
新店社社長(2007-08)年度
2015-16 3480地區 分區助理總監
2016-17 地區副秘書長
2017-18 地區扶輪訓練師講習會 (CTTS)副主委
2018-19 地區執行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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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      社友      2/5
Jeff       秘書      2/15
Jack       社友      2/16
Lawrence  前社長    2/24
Sam          社友      2/27
賈季蓁     King夫人 2/19

Eden前社長＆夫人徐瑞琴

  （2/7、四十七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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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1月25日(星期一)PM7:30
地點：網路會議
出席：White、FrankSung、Lloyds、Jeff、
            Fred、House、Tan、Georgia、 Archi
           Jacky、 Ray、Sam、Cool。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1月27日例會是否暫停案
    說 明：國內疫情這兩週升溫，經考量
           社友群聚安全，是否暫停一週
           例會後續再觀察。
    決 議：通過。

地區活動

◎3481地區2021-22年度社長當選人講習會
日期：3月20日-21日
地點：格萊天漾14樓艋舺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出席： 社當FrankSung 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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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受文者：全體扶輪社友
主旨：函知 RI 理事會已於 2021 年 1 月 28 日決議「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取消
      台北的實體年會，改為國際扶輪虛擬年會，請查照。
說明：
一、由於全球的新冠疫情持續加重，各國邊境管制日趨嚴格；HOC已拜會衛福部陳時中
    部長，得知依照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外國人士入境資格限縮，且入境台灣
    時需持有登機前3天內的陰性檢測報告，並須進行14天的檢疫旅館隔離及7天的自主
    健康管理。預計此規定於 2021 年 6 月 30 日前將維持不變。 
    RI 持續關注全球疫情並評估各國及台灣的邊境管制規定，已於2021年1月28日的理
    事會中決議將「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取消台北的實體年會，改為國際扶輪虛擬
    年會。 RI 社長 Holger Knaack 的正式公告函如附件。

二、截至目前為止「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全球已有35,060人註冊，其中包含台灣
    23,420人、國外 11,640 人。
    RI 將會開始辦理台灣社友及來賓的註冊退費，說明如下：
    1. RI 將自動取消並退還 100%註冊費到註冊者原先授權的信用卡，包括：扶青社、
      青少年交換、國家間委員會等年會前會議的註冊費及購劵餐會費。
    2.如 社友已在RI理事會決議前先辦理取消註冊，RI也會將原先扣留行政手續費$50 
      元美金一併退還到原先授權的信用卡。
    3.請 社友及各社執秘切勿自行登入My Rotary系統取消註冊，所有的退費事宜將由 
      RI 職員統一辦理。

三、有關HOC憑票活動(HOC Ticketed Events)，HOC 已決議取消以下所有活動：
    根除小兒麻痺台灣縱騎、扶青團活動-福爾摩沙之夜、唐美雲歌仔戲、國家交響樂
    團表演、根除小兒麻痺5K公益健行、薩克斯風金氏世界紀錄演奏、地主招待之夜
    及國際友誼晚宴。 HOC 將自動退還 100%票價至購票者原先授權的信用卡。

四、HOC 及相關委員從2014年至今已籌備了近7年的時間，花了無數的心血投入台北年
    會籌備工作，萬分感謝各位總監、前總監、各社社長、前社長以及各位社友們的
    支持與協助。雖然 2021台北國際年會的實體會議因為新冠疫情取消，深感遺憾。
     RI已承諾2028年的國際扶輪年會在台北舉行。

五、請各位地區總監盡速將以上資訊轉發給各社社長及社友。
    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繫 HOC 秘書Jennifer 何姿瑩 jennifer@willypco.com.tw  
    手機：0921-651-329 或 秘書 Joyce 蘇小姐jacksonslhsieh@gmail.com 
    電話：02-2776-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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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吳哲宇老師精彩演講 1/23參加扶輪星光大道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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