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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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期 第1127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4月23日(星期五)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4月17日 第1126次例會(出席率:68 %)
社員: 40人  出 席: 18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6 人 
缺席:Archi、Art、Chan、House、Ichilong、
Jack、Life、Light、Panel、Peter、Sam、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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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3481地區第四分區2020-21年度第二次聯合例會

RID3481第四分區

1.原 月 日(三) 例會變更與4 28 1128
  4 23/ 第四分區聯合例會合併。

. 月 日(三) 例會2 5 5 1129
  ◎專題演講：
    主講人：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永和社台北永東社中和福美社三社
  聯合例會 例會)(1130

5 11 12 00   時間： 月 日(二)下午 :
  地點：永和社社館
  地址：中和區橋和路 號 樓之116 7 2
  ※敬請社友準時出席。'

4 5 12 5 11.原 月 日(三)例會變更與 / 三社
  聯合例會合併。

.原 月 日(三)例會變更與 / 與5 5 19 5 20
  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合併。

.台北永東社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6
  例會)(1131
  5 20時間： 月 日(四)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
  ※詳細行程近期公佈。
   
. 月 日(三) 例會7 5 26 1132

  ◎社務討論會

   

 

聯誼活動

◎春季旅遊-宜蘭深度二日遊
時間： 月 - 日(星期六、日)4 24 25
地點：龜山島、宜蘭
住宿：蘇澳‧煙波飯店
集合時間： 月 日上午 : 集合、 : 出發4 24 6 30 6 40
集合地點：捷運中正紀念堂 號出口5
行程：
第一天( / )4 24

 龜山島繞島、登島( hr)08:00-11:30 3
11:30-12:30 港口->内城鐵牛
12:30-13:30 午餐-割稻餐
13:30-15:30 内城鐵牛( hr)3
15:30-16:30 蘇澳煙波飯店Check in
18:00          晚餐-永豐海產 
第二天( / )4 25

          飯店Check out10:40
10:50-11:40 職業參訪-萬尚鯖有限公司
12:30         午餐-得意樓
14:30         星寶蔥
               回程 
住宿費用:雙人房 、   四人房5,700 6,300 6,900
行程自費:成人 、兒童 歲以下2,200 1,900(12 )
          ( )多退少補

◎第三次登山會通知
時間： 月 日(六)5 15
地點：竹仔湖賞竽
午餐：名廚料理會館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67-8號
活動流程：
09:00        餐廳停車場集合

附近農場自由參觀09:30-11:30 
              （海芋/ 繡球花海）

 用餐、聯誼、敘舊、唱歌12:00-14:00
       歸賦14:00-

             （可以到小油坑看噴發口）
費用：

社友 免費1.
寶眷 $ 元2. 500
國中以及以下免費3.
高中及以下$ 元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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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程序 擔綱 

17:30-18:00 註冊、聯誼 第四分區 各社執秘 

18:00-18:15 

扶輪歌唱： 

1. 這是咱的扶輪社 

2. 歡迎地區總監 
全體社友 

18:15
 

鳴鐘宣布開會(主辦社帶鐘)
 

大航海家社社長
 

高為邦
 

P. Joe
 

18:15-18:20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司儀：大航海家社
 

Euly / Jimmy
 

18:20-18:23
 

主席致詞
 

大航海家社社長
 

高為邦
 

P. Joe
 

18:23-18:28
 

總監致詞
 

地區總監
 

賴志明DG. Jimmy
 

18:28-18:38
 新社友配章

 

 
地區總監

 
賴志明DG. Jimmy

 

各社社長及各社新社友
 

18:38-18:40
 

介紹主講人
 

司儀：大航海家社
 

Euly / Jimmy
 

18:40-19:20

 
專題演講【讓世界看見臺北，防疫

工作之城市治理】

 
主講人：副市長

 

黃珊珊

 

19:20-19:25

 助理總監

 

楊耀煌

  

AG George

 

致贈感謝狀給主講人

 

致贈主講人各社社旗

 

助理總監

 

楊耀煌

  

AG George

 

主講人

 

第四分區

 

各社社長

 

19:25-19:30

 

致謝詞

 

建宗社創社社長

 

梁彦煒

 

CP.

 

Asa

 

19:30

 

鳴鐘閉會

 

建宗社創社社長

 

梁彦煒

 

CP.

 

Asa

 

19:30

 

大合照/餐敘/總監&各社歡歌

 

20:20

 

糾察報告

 

大航海家社

 

糾察

 

張譽瓏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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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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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題：讓世界看見臺北，防疫工作之城市治理

簡歷：
81年律師高考及格
台北市教師會法律顧問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動物福利環保協進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青年之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臺北市副市長

學歷：
北一女中畢業
台灣大學法律系81年畢業

主講人：黃珊珊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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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文者：
PRIP Gary, Trustee Frederick, RID Surgeon
D3461 DG Eyes D3501 DG Peter
D3462 DG Bed D3502 DG Leader
D3470 DG Pipe D3510 DG Kent
D3481 DG Jimmy D3521 DG Good News
D3482 DG Color D3522 DG Dens
D3490 DG Brian D3523 DG Tiffany
PDG Archi, PDG Pauline, PDG Kega, RRFC William, PDG Electronics, 
PDG Computer,DGE Michael, DGN Wendy, PP Ping, Jennifer
主旨：敬請通知各社社長、社友報名在6 月1216日舉行的2021國際扶輪虛擬年會2021
        Rotary  Virtual Convention
說明：
各位總監、各位扶輪先進，大家好：
一、本年度台北年會因疫情關係，改為虛擬年會Rotary Virtual Convention 在2021
     年6月1216日舉行，中文版註冊網址：https://convention.rotary.org/zh/
     currentconvention
     敬請各位總監發函給各社，鼓勵社友們上網註冊報名。
     虛擬年會Rotary Virtual Convention 報名費用如下：
�   ●優惠價：美金 49元，即日起開始報名，截止時間為5月7日11時59分59秒(芝加哥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   ● 5月8日至6月16日 : 美金65 元
     *註冊費用必須在4月16日至5月7日間付清，才能享有美金49元優惠價。

     2021年6月1011日舉行的扶青社、青少年交換職員註冊，國家間年會前會議的註冊
     也已開放各年會前會議活動，費用為美金20 元。
     只要註冊年會與年會前會議活動，皆可參加虛擬友誼之家。
     ※請注意：註冊或相關活動的取消或退款截止日期為美國中部時間5月31日下午11
       時59 分59 秒。取消手續費為註冊總費用的20%。5 月31 日後不接受退款。

二、敬請各地區總監通知各社社長、社友報名2021 國際扶輪虛擬年會2021 Rotary 
     Virtual Convention；感謝各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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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新店碧潭扶輪社授證22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5月21日(五)18:00報到18:30開始
地點：豪鼎飯店-北新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5號

◎新北市大台北扶輪社授證11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5月28日(五)17:30報到18:00開始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5F天闊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秀峰扶輪社授證25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6月3日(四)17:30報到18:00開始
地點：寬和宴展館一樓海芋廳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7-6號

◎汐止扶輪社授證39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6月11日(五)17:30報到18:00開始
地點：寬和宴展館一樓海芋廳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7-6號 

社務活動

◎第五次爐邊會
主題：公共關係 新世代 扶輪基金。、 、
爐主：Georgia( Leader Lawrence組長)、 、 、
             Hummer Light Jack Antonio、 、 、 、
             Art Ping  、 。
時間：5月29日(六)下午6:00
地點：近期公佈
※敬請社友暨夫人踴躍參加。

~~~~~~~~~~~~~~~~~~~~~~~~~~
地區活動

◎2021-22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DTA)
時間：5月1日(六)上午 08:00-21:00 
地點：大直典華飯店旗艦館
地址：台北市植福路8號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
      White、Antonio、Art、Tan、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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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慶典

110/4/14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於豪鼎飯店-北新店

110/4/17 參加3481地區年會於臺北圓山飯店 恭賀社長獲得地區總監銀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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