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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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期 第1199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1.11月29日(二)第五週休會乙次。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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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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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月20日(二)120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5.12月27日(二)1203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社務討論會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11月15日 第1198次例會(出席率:72 %)
社員: 32人  出 席:  18 人  出國:0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4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rchi、Cool、Diamond、Hummer、Light
、Metal、Stainless、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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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社務討論會
~~~~~~~~~~~~~~~~~~~~~~~~~~

日期：12月3~4日(六、日)
地點：日月潭、彰化
預收費用：「有」湖景房 每人$6,500
           「無」湖景房 每人$5,500
集合時間：上午7:00
集合地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5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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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4年度扶輪基金獎助金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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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社長秘書會議
時間：12月10日(六) 08:00~12: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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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家庭日-3481鴻兔大展迎新春
日期：2023年1月7日(六) 09:30〜16:00
地點：淡水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1號

3481地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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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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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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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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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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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台北及美社&中和及安社九週年社慶晚會 
時間：12月15日(四)17:30註冊:18:00典禮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3樓天漾廳
地址：台北市艋舺大道101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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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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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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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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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遴選本地區2025-26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遴選候選人由。
說  明：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二章12.040及12.050條文規定辦理。
二、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五章15.050.1條文規定以投票日之前最近一次半年報繳款
     日期之社員人數寄發選票。填妥後將選票放入專用信封後於2022年12月13日以前
     ，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1地區服務中心地區選務委員會收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127號11F-1)，以寄發郵戳為準，逾期概不受理。
三、填寫選票應注意事項：
     1.選票(候選人順序依英文姓名字母順序排列)應以選務委員會備妥之專用信封填
       上社名密封後以郵局掛號郵寄之。
     2.選票有編序號影印無效。選票上如有任何塗改、註記其它任何文字、記號或標
       幟，選票將視同廢票。 
     3.提名人不超過2人，不需採用單一移讓選票制，請各社擇一圈選。依RI細則
        12.050.3規定以獲得過半數選票之候選人被宣布當選；如2位候選人各得百分
       之五十選票，總監應挑選其中之一為總監提名人。以上請各社詳閱各候選人之
　　　　個人資歷(如附件)，期能選出最理想之總監提名人為盼。
四、謹此奉函，敬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地區總監邱文麗 DG Wendy  
                                      選務委員會主委林秀華 PP Ann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扶青社、衛星社
主  旨: 敬邀參加2022-23年度「扶輪家庭日-3481鴻兔大展迎新春」。
說  明: 
一、 扶輪家庭日舉辦之時間及地點如下：
    日期：2023年1月7日(六) 09:30〜16:00
    地點：淡水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1號
    流程：09:30-10:00 報到、聯誼
         　10:00-10:10 慶團圓 歡天喜地RYE熱鬧開場
         　10:10-12:00 玩闖關 闖關遊戲 禮品大豐收，書法春聯、命理塔羅開吉運
　　　　　12:00-14:00 迎春宴 抽好禮 燈謎、趣味問答
　　　　　14:00-16:00 逛古蹟 淡水古蹟巡禮 紅毛城、滬尾礮臺、雲門劇場、獨特
　　　　　　　　　　　　的淡水女路(自由參加，但須事先報名)

二、 活動當日邀請書法大師現場揮毫寫春聯,命理大師、塔羅牌大師預算新年吉運，
　　素描達人為您留下新春豐姿，闖關領好禮、猜燈謎趣味問答,摸彩得大獎,美味佳餚
    饗宴!熱鬧中國風嘉年華會。淡水古蹟巡禮采風行，新春展鴻運！
    扶輪家庭委員會敬邀 各社社友攜家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三、 除自行開車前往外，大會將於淡水捷運站安排接駁專車，飯店停車位有限建議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四 、請各社執行秘書將參加名單彙整於111年12月15日前利用以下報名表e-mail至地區
　　服務中心。費用每位1,000元。請將報名費匯入指定帳戶。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地區總監              邱文麗 DG Wendy
　　　　　　　　　　　　　　　　　　　社員委員會 主委       林振龍 PP Pot
                                      扶輪家庭委員會 主委  許聰發 PP Louis 

111.11.15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於一郎日本料理

111.11.13 第一次登山會於姜子寮絕壁 午餐於古早風味甕仔雞-百福店

111.11.16第四分區聯合服務~水資源計畫於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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