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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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期 第1125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星期三)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3月26日 第1124次例會(出席率:93 %)
社員: 40人  出 席: 27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0 人 
缺席:Metal、Life、H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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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3481第四分區

1.4月14日(三)1126例會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下午6:00報到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5號   

2.3481地區第四屆地區年會
  ◎開幕式暨第一全會(1127例會)
  日期： 4月17日(六)上午08:20報到
  地點：圓山大飯店12樓大會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號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3. 4 21 1127 4 17原 月 日(三) 例會變更與 /
  地區年會開幕式合併。

.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例會)4 1128
  時間: 月 日(五)下午 : 報到4 23 5 30
  地點:樽鼎國際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號311
  專題演講：讓世界看見臺北，防疫
             工作之城市治理。
  主講人：黃珊珊副市長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原 月 日(三) 例會變更與5 4 28 1128
  4 23/ 第四分區聯合例會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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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誼活動

◎雙和隊四月球訊
日期：4月15日(四)
時間：10:30集合、11:00開球
地點：大屯球場

◎台北永東社與新店碧潭社對抗賽
日期：4月20日(二)
時間：10:22集合、10:52開球
地點：再興球場

社務活動
Art      社友        4/1
Hummer  社友         4/3
Delica  前社長      4/15
Lloyds  副社長       4/19
黃明瑜   Lawyer夫人 4/26

  

    

   Lloyds社友＆夫人黃屯鴻
    （4/27、十九週年）

Stainless前社長＆夫人黃素卿
    （4/13、四十一週年）

House社友＆夫人李瓊珠
    （4/17、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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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省立嘉義中學、
●淡江文理學院西語系
  法文組(第一名)畢業
●巴黎第七大學博士

經歷：
●乙等外交暨領事人員特考1976
●駐法國代表處秘書1980
●駐荷蘭代表處秘書1984-1986
●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公使1995-1998
●駐日內瓦辦事處首任處長(推動參與WHA)1998-2000
●駐海地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2000-2002
●駐法國代表處大使2007-2013
●駐法國代表處特任大使2013-2015
●2015.07.14返國退休

淺談法國生活美學、文化藝術與因應新冠肺炎給寶島臺灣的啟示
                   主講人：呂慶龍大使

◎台北永東登山會第二次活動通知
日期： 月 日(六)4 10
1.時間：09:30～11:00 集合與健行
  集合地點：忘憂谷濱海步道登山入口
  (腳程快喜歡挑戰可往65高地/101高地往返)
2.時間：11:00～12:10 參觀
  集合地點：八斗子漁村博物館
3.時間：12:30～02:00 午餐
  集合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 樓藻樂趣餐廳午餐)3

時間： ～導覽4. 02:00
  集合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專業人員
  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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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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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鯖魚夢工廠(宜蘭西社友Fish工廠)職業參訪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大圳路118號

◎與永和社聯合例會 例會)(1130
5 11 12 00時間： 月 日(二)下午 :

地點：永和社社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 號 樓之 '116 7 2

◎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例會)(1131
5 20時間： 月 日(四)

※詳細行程及地點近期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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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活動

◎2021-22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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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區服務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大世紀啟明之
  眼花園整修捐贈活動
時間：4月8日(四) 上午09:30～11:15 
地點：台北市立啟明學校表演廳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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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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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地區第 5 屆地區年會 日期：4月17日(六)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12樓大會廳

提案表決會（10F 國際會議廳） 司儀：林秀華 PP Ann(永福社)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司儀  

08:10~08:30 註冊、聯誼  

08:30~09:00 提案會 提案委員會主委  陳培豪 CP Lawyer(城西社)  

投票代表資格審查主委郭炳信PP Michael(慈恩社)  

開幕式暨第一全會（12 樓大會廳） 司儀: 聶繼承 PP Jack(長春社)  

柳季蘋 Rtn. Gloria(新啟社)  

08:20 報到、註冊、聯誼 註冊組/聯誼組  

09:10 社友入座/AG、VAG 確認各分區座位 場地組/註冊組/聯誼組  

09:20~09:26
 

歡迎舞蹈
 

劉麗麗舞蹈團
 

09:26~09:50
 

磬鼓開場
 

莊敬高職九人鼓隊
 

VIP 依序進場：
  

1.旗幟進場+親善大使引導VIP 進場
 

莊敬高職旗隊/親善大使
 

2.地區總監暨夫人進場
 

總
    

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3.RI社長代表及夫人暨隨扈進場
 RI 社長代表

 
黃其光 PRIP Gary (台北社)

 

RI 社長代表隨扈
 
洪振攀

 
PDG JP(西區社)

 

4.介紹各分區助理總監率各社社長、扶青社代

表、扶少團代表進場
 司儀

 

09:50~09:58
 

扶輪歌唱
 

3481地區合唱團
 

09:58~09:59
 

主桌台貴賓就座
  

09:59~10:00
 

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0:00~10:08
 

國歌:中華民國/德國
 

3481地區合唱團
 

10:08~10:10

 

悼念年度已故社友

 

司儀

 

10:10~10:16

 

貴賓介紹

 

司儀

 

10:16~10:19

 

年會籌備主委致歡迎詞

 

年會主委

 

謝慧蓉 PP

 

Risa (長春社)

 

10:19~10:26

 

總監致詞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0:26~10:36

 

年度精彩活動剪影MV 

 

多媒體組

 

10:36~10:40

 

介紹 RI 社長代表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0:40~10:50

 

RI 社長代表致詞

 

RI 社長代表:黃其光 PRIP Gary (台北社)

 

10:50~10:53

 
日本友好地區D2750總監

 

DG Mr. Yuici FUKUHARA線上致詞

  
DG Mr. Yuici FUKUHARA

 

10:53~10:56

 
韓國友好地區D3610總監

 

DG Mr. Kwang-il Woo 線上致詞

  
DG Mr. Kwang-il Woo

 

10:56~11:01

 
頒獎

 

(扶輪基金特別貢獻獎、AKS、冠名基金

捐獻、扶輪終身成就獎)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1:01~11:11

 

年會對提案之決議報告

 

提案委員會主委

 

陳培豪 CP Lawyer(城西社)

 

11:11~11:21

 

貴賓致詞-台北市柯市長文哲

 

台北市

 

市長

 

柯文哲

 

先生

 

11:21~11:24

 

貴賓致詞-台北市黃副市長珊珊

 

台北市

 

副市長

 

黃珊珊

 

女士

 

11:24~11:26

 

大合照

 

攝影組

 

11:26

 

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寶眷節目（10 樓長青廳/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中央社PP Justin夫人汪用和女士  

13:00~13:30 國際會議  廳寶眷報到入場  

13:30 寶眷嘉年華會正式開始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3:32~13:40 貴賓介紹   

13:40~13:43  主委致詞  顧若雄  女士  Joanne (中央社 PP Hank夫人)  

13:43~13:46  地區總監夫人致詞  DG Jimmy夫人  林汶玲  女士 CP Wenny  

13:46~14:16 

世界風情嘉年華會  

日本和服捧花秀.夏威夷 Hula舞  

中東魅力肚皮舞.日本舞.民族舞  

各成長班學員  

14:16~14:20 總監蒞臨致詞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4:20~14:25 頒發結業感謝狀  DG Jimmy夫人  林汶玲  女士 CP Wenny  

14:25 大合照  攝影組  

14:30~15:30 專體演講「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  李豔秋  女士  

15:30~16:00 與總監夫人午茶約會  DG Jimmy夫人  林汶玲  女士 CP Wenny  

第二全會（12 樓大會廳）  
司儀：羅素珍PP Jennifer(永平社)  

高樹森 VAG Ray(承平社)  

14:25 聯誼   

14:30~14:35 扶輪歌唱(一首)   

14:36~14:37  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總監: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4:37~15:07  RI 社長代表專題演講  RI 社長代表  黃其光 PRIP Gary (台北社)  

15:07~15:17  總監報告地區現況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5:17~15:19  介紹 2021~22總監當選人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5:19~15:21 介紹 2022~23總監提名人  

15:21~15:23 介紹 2023~24總監指定提名人  

15:23~15:28 2021~22總監當選人致詞  總監當選人  黃永輝 DGE  APPS (信義社)  

15:28~15:55 年度鉅額捐款人及歡迎今年度新社友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6:00 宣佈閉會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6:00~16:15 Coffee Break 餐飲組  

第三全會及閉幕式（12 樓大會廳）  司儀：陳淑真 PP Lawyer(明門社)  

16:15~16:20 來賓及社友入座  聯誼/糾察/多媒體  

16:20~16:21 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6:21~16:2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致詞 董事長  陳茂仁 PDG Tony(南華社)  

16:26~16:3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頒獎  董事長  陳茂仁 PDG Tony(南華社)  

地區總監致贈中華高爾夫球協會獎助金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6:31~16:40 2019~20年度財務報告  前總監  李文森 IPDG Vincent (大世紀社)  

16:40~16:50 RI 社長代表講評  RI 社長代表  黃其光 PRIP Gary (台北社)  

16:50~17:40 頒獎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7:40~17:45 總監致閉會詞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17:45~17:50 年會主委致謝詞暨介紹下屆年會主委 年會主委  謝慧蓉 PP Risa(長春社)  

17:50~17:51 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總監  賴志明 DG Jimmy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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