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黃錦雄Lloyds   / 社⻑當選⼈:許慶賢 Jeff     / 秘書:陳仲捷 Tan    / 會計:⽩成業 White

節⽬:黃聖諺Ichilong      /  聯誼:蔡能欽 Cool        / 糾察:林冠宇 Fred      / 社刊:陳錫泉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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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16 期 第1197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11月8日(星期二)

1.11月15日(二)1198例會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18:00聯誼、18:30開會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3.11月22日(二)1199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

3.11月29日(二)第五週休會乙次。

4.12月6日(二)1200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讓沒有傘的孩子
    擁有在雨中奔跑的能力。
    主講人：黃慧雯 小姐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5.12月13日(二)1201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社員大會：選舉26屆理事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11月1日 第1196次例會(出席率:69 %)
社員: 32人  出 席:  20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0 人  
未出席社友:
Art、Cool、Diamond、Hummer、Light、Metal
、Frank、Iven、Tom、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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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薩」有其事～薩克斯風發展內容與樂曲分享  

主講⼈：陳韋榮 老師　　　　　邀請⼈：CP.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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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月3~4日(六、日)
地點：日月潭、彰化
行程：
第一天12/3
07:00 中正紀念堂出發(有備早餐)。
10:00 全國廣播電台FM106(職業參訪)。
11:00 離開。
11:30 中餐-頂粵吉品。
13:30 往日月潭。
15:00 日月潭遊湖，備有手沖咖啡及日月
       潭限定紅茶及甜品。
17:00 抵達力麗日潭館Check in。
18:00 晚餐-承億文旅(Lloyds社長作東)。
21:00 回到飯店。

第二天12/4
07:00 早餐-儷山林會館。
09:00 Check out離開飯店。
09:10 紙教堂(此教堂非真正的教堂是來自
       日本的Paper Dome為了紀念 921大
       地震飄洋過海的來到台灣使用58根
       紙管所建成)。
10:00 離開，往彰化。
12:00 中餐-彰化溪州三和院享用古早味
       午餐(社當Jeff作東)。
13:30 離開。
13:50 彰化萬園藝(美麗遠景適合拍照)。
15:30 出發歸賦。
18:00 晚餐-新北樹林〔五葉松餐廳〕
       (IPP.FrankSung作東)。
19:30 離開，回台北。

 

秋季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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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1月17日(四)
時間：11：00報到、11：25開球
地點：旭陽球場

⼤雙和隊11⽉例賽

曾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主修古典薩克斯風、師事李承育教授；
法國克拉瑪音樂院(Conservatoire de Clamar) 古典薩克斯風演奏文憑，
師事Alexandre Souillart。返國後進修爵士、流行薩克斯風，師事董舜文
老師。
曾任南山中學、東湖國中等各級學校薩克斯風指導老師，現為龍埔國小管樂
團、臺大EMBA管樂社、台科大EMBA薩克斯風聯誼社指導老師、臺北陽明扶輪
社薩克斯風指導老師、LC Saxophone（張連昌薩克斯風） 代言藝術家、
双燕樂器專門家中心合作藝術家。

時間：111年11月1日(星期二)
地點：福華飯店
出席：Lloyds、FrankSung、Tan、Jeff、
      Georgia、Archi、Steve、Jacky、
      Fred、White、Ichilong。
列席：Watt。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11年9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111年9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2023-24RYE青少年交換
           學生推薦案。
    說明：1.方晨宇同學 ( PP.Eden孫女 )
           2.蔡子甯同學 ( Cool千金 )
           3.林煒竣同學 ( Iven公子 )
    決議：通過。因每社只有2位名額，
           林煒竣同學委由永和社推薦。
(三)案由：請討論蔡瑞富Ray副社長申請
          退社案。
    說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議：勉予通過。
(四)臨時動議：
    1.蔡瑞富副社長退社後理事遞補案。
    決議：卓炳樂Peter前社長遞補理事。  

111年10⽉理事會會議記錄 24屆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11月1日(星期二)
地點：福華飯店
出席：FrankSung、Lloyds、Jeff、
      Antonio、Georgia、Steve、
      Tan、Fred、White、Peter。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24屆財務結餘款處置案。
    說明：24屆財務決算結餘$162,503元。
    決議：本屆因新冠疫情影響休會及多
           項服務停辦，經討論後決議：
           退經常社費$3,000及常年捐款
           $1,500元，共計4,500元/31人，
           總計退款139,500元，結餘款
           23,003元轉入基金存款。
~~~~~~~~~~~~~~~~~~~~~~~~~~

24屆第四次爐邊會(補辦)通知

時間：11月26日(六)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爐主：Antonio(組長)、Eden、Lawrence、
      Georgia、Metal、Ray、Hummer、 
      Ichilong、Cool、Art。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
      

簡介：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5屆社刊
~~~~~~~~~~~~~~~~~~~~~~~~~~~~~~~~~~~~~~~~~~~~~~~~~~~~~~~~~ ~~~~~~~~~~~~~~~~~~~~~~~~~~~~~~~~~~~~~~~~~~~~~~~~~~~~~~~~~~~~~~~~~~~~~~~~~~~~~~~~~~~~~~~~~~~~~~~~~~~~~~~~~~~~~~~~~~

紅箱捐款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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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啟明學校-扶輪傳愛，夢想起飛。
時間：11月10日(四)13:30報到
地點：台北市立啟明學校-可魯的店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主辦社：台北大世紀扶輪社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附設華德福實驗
國中小水資源計畫~飲水機捐贈活動。 
時間：11月16日(三)上午10:00~11:30 
地點：新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539巷1號
主辦社：臺北建宗扶輪社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暨家長勵志協會捐贈
時間：11月20日(日)09:00~11:30 
地點：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71號
主辦社：中和圓通扶輪社

◎關愛之家（小樹的希望）藝術在律動中
活動。 
時間：11月25日(五)10:00〜11:30 
地點：關愛之子家園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73號4樓 
主辦社：台北大時代扶輪社

◎關懷偏鄉醫療~捐贈南澳衛生所手持超
音波活動。
時間：12月21日(三)13:00~14:30 
地點：南澳衛生所
地址：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75號
主辦社：新北市大台北扶輪社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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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N 事由 金額

Antonio
歡迎宜蘭西區社Robert張教授

來社演講。
1,000

Archi 歡喜例會。 1,000

Chester 歡迎友社社友蒞社演講。 1,000

Eden 歡迎Robert蒞社演講。 1,000

FrankSung歡迎張教授蒞社演講。 1,000

Fred 祝賀結婚周年快樂!生日快樂! 1,000

Georgia
歡迎宜蘭西區社Robert蒞社演

講。
2,000

Jeff 歡喜例會。 1,000

Lawyer 歡迎張章堂教授蒞社演講。 1,000

Lawrence 歡喜張章堂教授蒞社演講。 1,000

Leader 歡迎張博士來社主講。 2,000

Lloyds 歡迎兄弟社張教授演講。 2,000

Stainless
歡喜張教授主講。

祝親愛素卿生日快樂。
2,000

Steve
歡迎主講老師。

祝本月壽星生日快樂。
1,000

Tan 歡迎主講老師張教授。 1,000

Watt
1.人生70才開始。2.歡迎宜蘭

西區社Robert蒞社演講。
2,000

White 歡喜大家平安、快樂。 1,000

李明娟 歡喜來例會。 1,000

劉麗滿 歡喜來例會。 1,000

小計

前期

指定捐款：346,000

合計

24,000

470,500

一般捐款：100,500     
    

446,500

◎地區創新論壇
時間：11月5日(六)13:30-17:0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地區青年高峰論壇
時間：11月19日(六)08:00-17:00
地點：景美女中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2號

◎2023-24年度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
研習會
時間：12月11日(日)08:30~16:00
地點：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10樓

3481地區訊息

◎宜蘭西區扶輪社授證38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2月15日(四)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宜蘭花漾婚宴會館
地址：宜蘭市旋流路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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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扶輪社授證40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月6日(五)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狀元樓晶豪宴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友社慶典 顧問委員會開會通知

時間：11月30日(三)18:00
地點：歐華酒店二樓坎城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46號
出席：全體前社長、社長、社當、秘書。

111.11.01

本月生日快樂

頒發RYE零用金 宜蘭西區社張章堂教授蒞社精彩演講

祝賀Ichilong添丁致贈彌月禮盒 頒發7-9月出席百分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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