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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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 第1202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12月20日(星期二)

1.12月27日(二)1203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2.1月3日(二)1204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我的演唱會人生
    主講人：詹凌駕老師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1月10日(二)1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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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月17日(二)120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聯絡中
    主講人：黃桂香DGE.Jennifer
  ◎歲末尾牙

5.1月24日(二)逢春節休會。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12月13日 第1201次例會(出席率:81%)
社員: 32人  出 席:  22 人  出國:2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1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rchi、Diamond、Ichilong、Light、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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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題：春聯揮毫     主講⼈：張萬泉 PP.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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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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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開幕儀式。
時間：12月24日(六)07:40~09:00 
地點：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台北市廣州街6號
主辦社：台北公益路跑扶輪社

◎用愛力挺~培育憨兒就業力
時間：1月4日(三)13:30~15:00 
地點：育成蕃薯藤忠孝庇護工場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81號
       （建國高架橋下）
主辦社：台北大航海家扶輪社

聯合社區服務
◎關懷弱勢團體~八里愛維養護中心 。
時間：1月9日(一)15:00~16:00 
地點：八里愛維養中心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 35 號
主辦社：雙和扶輪社

◎坪林實驗國中山野教育計劃
時間：1月12(四)上午10:20報到
地點：新北市坪林實驗國中
地址：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4號
主辦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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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481地區訊息 ~~~~~~~~~~~~~~~~~~~~~~~~~~

26屆理事選舉 25屆社員大會提案投票 26屆理事選舉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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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知識

歡喜捐是例會中讚賞主講人的精采分享
、感恩社友對自己的生日及結婚週年祝
福、或是有值得分享給社友的喜訊所作
的溫馨捐助；金額隨喜就好。
歡喜娟收入作為服務計畫的經費來源。

若本社給了社友賀禮禮金，就應當更大
方的「加碼」回捐給社裡，作為社務或
服務計畫的基金。

到他社拜訪補出席，則一定要有繳納餐
費的基本認知。你可以用歡喜捐填單寫
上對該社的祝福，並讓歡喜捐報告人於
例會中宣讀，這是扶輪的慣例與優良的
傳統。

例會歡喜捐的意義與繳納餐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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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Lloyds、Tan、Jeff。

友社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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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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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E訊息

恭喜本社三位參加地區2023-24長期派遣
交換學生甄試通過。
方晨宇(PP.Eden孫女)
蔡子甯(Cool千金)
林煒竣(Iven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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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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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1年12月13日下午14 :00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出席人員：應到 32 人，實到22人，請假10人。
主席：黃錦雄        紀錄：陳仲捷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理事會報告。
三、討論提案： 
    (一)案由：因重大疾病長期無法出席例會之社友，免收每月例會餐費，改以出席當
               次繳交，其他應繳社費不變案。
        提案者：理事會
        決議：通過。(同意：22票、不同意：0票)
    (二)案由：本社26屆起，社友入社滿2年，方可提出申請子女或孫子參加RYE交換派
               遣案。
        提案者：理事會
        決議：通過。(同意：22票、不同意：0票)
    (三)案由：本社26屆起，社友送子女或孫子們到國外作交換生者，必須交付新台幣
               10萬元現金到本社指定的銀行帳戶，作為該社友履行相對接待國外交換
               生義務之保證， 於該社友完全履行義務後無息歸還。 如該社友未克履
               行全部義務，保證金移作代為接待社友補助之用案。
        提案者：理事會
        決議：通過。(同意：22票、不同意：0票)
    (四)案由：地區總監選舉、推舉侯選人由當屆理事會討論決議後公告社友案。
        提案者：理事會
        決議：通過。(同意：22票、不同意：0票)
四、臨時動議：
    提案：自112年1月起，每月例會變更為3次。
    提案者：蔡能欽
    說明：本提案獲多位社友附議，經討論後逕付表決。 
    決議：通過。(同意：18票、不同意：3票)
五、選舉事項：
    (一) 主持選舉：宋明超
         監票：薛松雨   唱票： 鍾紹彥    記票： 高聰敏、簡志煌
         1.理事候選人得票數及當選名單：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5屆社員⼤會會議紀錄

姓   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唐哲成  22  黃信豪  22  姚通吉  0  許慶德  1  姜幸麟  22  
蔡能欽

 
21

 
蔡松源

 
1

 
方怡然

 
0

 
宋明超

 
22

 
林冠宇

 
22

 
陳錫泉

 
21

 
王國權

 
0

 
黃聖諺

 
0

 
簡志煌

 
21

 
許慶賢

 
22

 
王正煜

 
0

 
張萬泉

 
0

 
薛松雨

 
1

 
李木鐸

 
20

 
趙文松

 
0

 黃錦雄

 

21

 

廖進川

 

0

 

高聰敏

 

0

 

卓炳樂

 

2

 

柯金水

 

0

 周佑民

 

1

 

陳仲捷

 

22

 

湯皓智

 

0

 

李榮周

 

0

 

白成業

 

22

 

 2.理事當選名單：
  唐哲成、黃信豪、姜幸麟、蔡能欽、宋明超、林冠宇、陳錫泉、簡志煌、   
  許慶賢、李木鐸、黃錦雄、陳仲捷、白成業。
3.候補理事當選名單：卓炳樂、周佑民 (※三名同票推選出) 。

六、散會。

※有效票22張、廢票0張。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衛星社
主　旨：「新社友歡迎晚會」延期通知
說　明：
一、原訂111年12月30日(五)假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之「新社友歡迎晚會」，因適逢年
　　末考量扶輪社友在事業、家庭以及各社活動眾多，故預計順延至112年3月或5月擴
　　大舉辦。待活動場地及相關細節確認後，另發函正式邀請各社。

二、各社報名費已繳納之部分將於近期進行退款，造成困擾深感抱歉。

三、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地區總監邱文麗 DG Wendy
                                       地區社員發展主委林振龍 PP Pot
                                       地區新社員委員會主委張素蘭PP Anney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衛星社
主　旨：「傳承社友加油聖誕晚會」延期通知
說　明：
一、原訂111年12月21日(三)假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之「傳承社友加油聖誕晚會」，因
　　適逢年末考量扶輪社友在事業、家庭以及各社活動眾多，故預計順延至112年3月
　　或5月擴大舉辦。待活動場地及相關細節確認後，另發函正式邀請各社。

二、各社報名費已繳納之部分將於近期進行退款，造成困擾深感抱歉。

三、謹此函知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地區總監邱文麗 DG Wendy
                                       地區社員發展主委林振龍 PP Pot
                                       地區防止社員流失主委周煜斌PP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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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11參加地區獎助基金研習會 111.12.15參加宜蘭西區社授證典禮

地區來函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