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宋明超FrankSung / 社⻑當選⼈:黃錦雄Lloyds / 秘書:唐哲成Antonio  / 會計:周佑⺠Steve

節⽬:柯⾦⽔ Stainless   /  聯誼:黃聖諺 Ichilong         / 糾察:姚通吉 Art            / 社刊:李榮周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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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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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期 第1167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3月1日(星期二)

1.第二次登山會通知
  時間：3月5日(六)AM10:00
  地點：雙溪-平林農場
  地址：雙溪區平林里外平林35號
  交通：上午 : 於捷運中正紀念堂8 30
         站 號出口集合搭乘遊覽車。5

2.3月8日(二)1168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4樓【花園大道】
  ◎授證預演

3.3月15日(二)1169例會變更與第四分
  區聯合例會合併。

4.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時間：3月18日(五)下午5:3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5.本社授證24週年紀念慶典(1170例會)
  時間：3月22日(二)
        18:00報到、18:3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B2【福華一廳】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6.3月29日(二)第五週休會。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2月22日 第1166次例會(出席率:64 %)
社員: 33人  出 席: 18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 人  
未出席社友:
Gordon、Jack、Light、Ray、Hummer、Art、
Archi、Cool、Jacky、Tom、Metal、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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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快樂⼀家親-打造幸福家庭新關係     主講⼈：徐權鼎 老師

◎永和扶輪社授證45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3月8日(二)PM5：30註冊、6：00開會
地點:台北君悅酒店-三樓凱悅廳一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號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Antonio、
      Leader、Peter、Eden、Georgia、
           Steve、Tan、Watt。

友社慶典 3481地區活動預告

◎中和東區扶輪社授證27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3月11日(五)PM5：30註冊、6：00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260號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Antonio、
           Tan。

◎雙和扶輪社授證25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3月16日(三)PM6：00註冊、6：3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B2福華廳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Antonio、
           Tan、Ray、Tom、Ichilong、Jacky、
     Cool、Archi。

◎3481地區扶輪日
時間:3月19日(六)10:00-16: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3481地區第5屆年會
時間:4月16日(六)
地點:圓山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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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各級國中小校園親子教養專題講座講師
工商單位人際溝通客座講師
電視談話性節目專題特別來賓
媒體專訪報導頭條人物

現任：
三級跳童裝行負責人

著作：
我 這樣教出資優兒
孩 子的能力父母親決定
閱 讀、樂讀、悅讀
自 己的孩子自己教
我 這樣陪孩子走升學路
不 補習也能教出金牌兒
媽 媽不會回答的話  
選 校選系與戀愛學分(2020年新作) 

 Fred 前社長＆夫人呂美珠
  （3/2、二十九週年）

 FrankSung   社   長   3/4
Georgia     前社 長  3/18
Gordon      社    友   3/25
White夫人   林錦卿  3/11
Antonio夫人 蘇淑護  3/16
Panel夫人    薛淑如  3/16

Ray 社友＆夫人李穎梅
  （3/9 、十五週年）

Steve 前社長＆夫人張瑞招
  （3/28、四十六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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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訊

◎中和東區扶輪社授證盃
日期：3月7日(一)
時間：09:30報到、10:00開球
地點：桃園球場

◎雙和扶輪社授證盃
日期：3月16日(三)
時間：10:00報到、10:30開球
地點：台北球場

◎大雙和隊3月例賽
日期：3月17日(四)
時間：10:00報到、10:30開球
地點：山溪地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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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爐邊會通知

爐主：Antonio(組長)、Eden、Lawrence
      Metal、Georgia、Steve、Hummer
           Ray、Ichilong、Cool、Art。
時間：4月29日(五)PM18: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敬請社友暨夫人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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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賣會統計 (111.02.22) 111年2⽉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2月22日(星期二)PM2:00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Antonio、
      Fred、White、Steve、Tan。
列席：Watt。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11年1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111年1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鄭正忠Jack社友申請退社案。
    說明：已於1月理事會提出。
    決議：再予慰留。請社長率秘書、社友親
           訪盡力慰留。
(三)案由：請討論簡承平Ping社友申請退社案。
    說明：已於1月理事會提出。
    決議：通過。  
(四)案由：請討論111年3月 4月例會變更案。
    說明：1.原3/15例會變更至3/18與第四分
             區聯合例會合併。
           2.4/5逢清明節休會，另擇4/9舉辦
             陽光例會慶生會暨扶輪家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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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VSOP一瓶 Lloyds FrankSung 3,000

格蘭菲迪18年1L Eden fred 3,500

緞面絲巾 Steve Antonio 4,000

東湧陳高二瓶 Jeff Stainless 4,000

油畫一幅 Antonio Jeff 8,000

百花紀念盤 Lawrence Lloyds 3,000

百花紀念盤 Lawrence Antonio 3,000

小計

承上期

合計

28,500

26,000

54,500

       3.原4/12例會變更至4/13與新店碧
         潭社聯合例會。
         4.原4/19例會變更與4/16地區年會
         合併舉行。  
   決議：通過。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社
主  旨：敬邀各扶輪社踴躍報名參加扶輪服務日。
說  明： 
一、國際扶輪3481地區國際扶輪服務日，將於2022年3月19-20日假松菸文創園區5號倉
    庫舉行。該活動舉辦目的是將扶輪人每天在執行的五大服務七大焦點公益活動，
    濃縮成扶輪服務成果展覽大道、並同時將各社的例會及分區聯合例會移動至松菸5
    號倉庫，讓所有社友可以分享觀摩不同扶輪社的服務； 19日晚上更結合超級名模
    公益走秀晚會，將所得善款捐贈根除小兒麻痺完成最後一里路。 請各社踴躍邀請
    準社友及親朋好友共同參與，瞭解扶輪人在做什麼，進而加入扶輪行善的行列。
    扶輪服務日委員會感謝您的贊助並誠摯邀請您共襄盛會！
二、期盼鼓勵3481地區全體社友全員到齊，3月1日報名前1500名社友將獲得阿默蛋糕
    贊助每人糕品壹份1500條送完為止。請各社利用附件報名表回覆出席名單。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
                                         地區總監         黃永輝 DG APPS
                                         扶輪服務日主委   林志杰 PP Jeff

地區來函

2/19參加2022-23地區團隊訓練會 2/22參加地區寶眷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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