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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1-2022年度 第二十四卷 第  9 期 第1146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14日(星期二)

1 9月21日(二)逢中秋連假休會乙次。.

2.9月28日(二)1147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4F【花梨軒】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 歡迎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9月理事會 

3.10月5日(二)1148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B2【福華一廳】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專題演講：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陳怡安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10月12日(二)1149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B2【百合廳】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9月7日 第1145次例會(出席率:80%)
社員: 35人  出 席: 26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0 人  
未出席社友:
Art、Gordon、Hummer、Jack、Light、Ping、
Ray。

今日主題：我的枕邊人可以是機器人嗎？  主講人：賀德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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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9月16日(四)
時間： 10:00報到、10:30開球
地點： 國華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雙和隊 9⽉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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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任教：
台北商業大學企管系兼任教師(101〜迄今)
東吳大學國貿學系  兼任教師(105〜迄今)
致理科技大學企管系兼任教師(93〜102)

現任：
崇耀國際（股）總經理
長潤投資顧問（股）董事長
SI 鑑診系統講師、顧問
曾任：
資策會應用軟體專案開發人才課程講師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經理
興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本月結婚週年慶本月生日快樂

23屆財務移交 PDG.Kevin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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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月25日(一)
地點：桃園大溪球場
 報到時間：10:00報到
 開球時間：11:00準時開球 
 費用：① 報名費：1000元(含紀念品、
         獎品及晚宴)
           ② 擊球費：非會員2,800元。
報名日期：即日起9月17日截止。
※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已報名： 、 、 。King Watt Fred

3481地區年會總監盃⾼爾夫聯誼賽

第⼀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爐主：FrankSung 社長
日期：9月17日(五)下午6:00
地點：延期至10月，地點另行通知。
※敬邀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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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扶輪線上互動聊天室

時間：每週三下午3-5點舉行
線上Zoom會議： 
https://zoom.us/   
會議 ID：924 2909 7827   
密碼：2122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

~~~~~~~~~~~~~~~~~~~~~~~~~~~~~~~~~~~~~~~~~~~~~~~~~~~~~~~~~
國際扶輪3481地區五周年公益運動會

日期：12月12日(日)09: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
賽事項目及報名資格：
A.個人賽 
  –100公尺、400公尺、3000公尺。
    –分男子組與女子組，限社友參賽。
B.團體賽
  –4x100公尺接力
  –3對3籃球

–羽球雙打
–分男子組與女子組

D.寶眷個人賽
  –100 公尺、400 公尺
E.混合競賽
   –木球接力：4男4女參賽
  –拔河比賽：8男4女參賽
F.松年組健走
  –60公尺健走，限70歲以上社友參加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贊助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家庭野餐嘉年華。
說　明：
一、 2021-22年度國際扶輪3481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將結合5周年運動會於2021年12月
    12日(星期六) 10:00 AM~16:00 PM於國立師範大學(校本部)日光大道(台北市和平
    東路1段162號)舉行扶輪家庭野餐嘉年華。透過委員會的精心安排規劃, 這將是一
    場結合浪漫悠閒氛圍及美酒佳餚的社友親子饗宴，
    ※當日盈餘全數捐做師範大學體育系急難救助金。
 
二、 謹此敬邀各社共襄盛舉，懇請每社贊助新台幣10,000元，成為共同主辦社並列入
     總監獎評比計分。共同主辦社將獲精美豐盛野餐籃一組。

三、 為便於各項工作準備，請各社於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前將贊助回函回覆地區服
     務中心 Email: 。並將贊助款項匯入地區ri3481@hibox.biz  Fax: 2700-5338
            
四、 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
                                  地區總監            黃永輝 DG APPS
                                  扶輪家庭聯誼主委  曾佩玲 PP Palin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函邀各社 安裝啟用扶輪護照APP。
說明：
1. 為推廣扶輪之職業服務及增加社友間之職業認識，地區已完成扶輪護照APP服務之開
  發，邀請貴社參與使用，主要功能如下：
  (1) 貼文分享：提供類似FB貼文功能，可供社內活動公告／報名／留言／相簿等功能
     （未來自動連結呈現於官網）。
  (2) 扶輪地圖：提供以地圖及關鍵字查詢扶輪商店／例會／活動／好友。
  (3) 扶輪好友：通訊錄功能，可交換QR名片成為好友。
  (4) 個人資料：管理個人資料及扶輪商店。
  (5) 官方網站（下階段開放）：各社可申請專屬官網。

2. 扶輪護照APP採登記參加制，如貴社有社友有意願參加，請以社辦電子郵件發送附件
  一之扶輪護照管理人申請表至 ，開通後即可自行管理貴社社友資訊。apps@ri3481.org

3. APP登入採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二種方式皆可，請貴社扶輪護照管理人登入後，進入
  社員管理將有意願使用之社友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輸入。

4. 為維護本服務品質，扶輪護照服務僅限扶輪社友使用，系統會定期與RCC同步資訊，
  如社員退社後將系統自動停止使用該帳戶登入之APP使用，其他常見問題請見附件二。

5. 本社社員有50%安裝並啟用扶輪護照APP可獲地區總監獎項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黃永輝 DG APPS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黃志超 PP Charles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李文正 PP Or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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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1月27日(六)上午06:00-10:30
活動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a.活力健康組 5K組 
b.奔放自我組10K組 
c.陽光挑戰組 21K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月30日截止。
已報名：
FrankSung(10K)、Antonio(10K)、
Computer(21K)、Ray (21K)、
Fred(5K)、Jeff(5K)、Panel(5K)、
Lloyds(5K)、Tan(5K)。

國際扶輪反毒暨消除C肝路跑

時間：9月25日(六)下午14:00~14:30聯誼
       14:30~17:00會議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11-1會議室
主講人：國際扶輪前社長 黃其光
                    PRIP Gary (台北社)
講題：1980年代的台北扶輪社
費用：社友每人NT$ 300元
※因疫情降為二級會採實體+視訊，如下
列資訊加入 Zoom 會議
https://3481.link/RKC 
會議ID：955 0752 8934  密碼：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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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地 區 來 函

RTN 事由 金額

Chester 好高興來參加例會。 1,000

Computer
歡迎PDG.Kevin蒞社演講及本
年度第一次實體例會。

2,000

Diamond 歡喜例會，看到社友歡喜。 1,000

Eden
歡喜重啟實體例會能看到大家
平安！

1,000

FrankSung 歡喜第一次鳴鐘。 6,000

Fred 歡喜福華例會，大家健康快樂! 2,000

Georgia
歡喜社長首次例會、歡迎主講
人PDG.Kevin。

3,000

Ichilong 終於見面了，祝福大家平安。 1,000

Jacky 高興例會。 2,000

Jeff
高興社長第一次實體例會敲鐘
，大家平安。

1,000

King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Lawyer 太久沒機會HappySmile了。 2,000

Lloyds 慶祝疫情遠去，開心例會。 1,000

Metal 新飯店開會~爽，大家平安幸福。1,000

Peter
疫情後第一次實體例會，看到
各位社友及夫人真高興。

1,000

Stainless 祝大家健康平安！ 2,000

Steve 祝大家平安、愉快。 3,000

Tan
很開心我公司招牌可以冠上永
東的名字。

10,000

White 好久不見、高興！ 1,000

Kevin (前總監)主講車馬費回捐。 3,000

小計 46,000

見到大家真高興，祝福大家天
天開心。

Antonio 1,000

紅箱捐款統計
110/9/7

C.分區賽
  –1600公尺大隊接力賽，以分區為
    報名單位

青少年服務訊息

◎2022-23年度青少年交換計畫(RYE)：
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已公告，有意願參與之社友子弟請告知
秘書。
報名日期：即日起11月17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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