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2020-2021年度 第二十三卷 第 34 期 第1123次例會  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日(星期三)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3月10日 第1122次例會(出席率:78 %)
社員: 40人  出 席: 25 人  出國: 0 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3人 
缺席: Chan、Gordon、Ichilong、Jacky
      Life、Light、Panel、Tom、Sam。

社長:白成業White   社長當選人:宋明超FrankSung  秘書:許慶賢Jeff   會計:林冠宇Fred

節目:陳仲捷Tan         聯誼:謝秉辰House                 糾察:蔡能欽Cool 社刊:周佑民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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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題：23週年授證典禮預演

RID3481第四分區

1.3月24日(三)1124例會變更與授證
  典禮合併。

2.本社授證23週年紀念慶典晚會
  時間：3月26日(五)18:00-21:00
  地點：凱達大飯店3樓宴會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社友須著正式西裝配年度領帶。
  ※場地布置組請於4:00抵會場。

3.3月31日(三)第五週休會乙次。

4.4月7日(三)1125例會
  ◎專題演講:主講人連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5.4月14日(三)1126例會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下午6:00報到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6.3481地區第四屆地區年會
  日期： 4月17日(星期六)
  地點：圓山大飯店12樓大會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號

7. 4 21 1127原 月 日(三) 例會變更
  與 / 地區年會開幕式合併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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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旅遊
時間：4月24-25日(六、日)
地點：龜山島、宜蘭
住宿：蘇澳‧煙波飯店
住宿費用：雙人房5,700、6,300  四人房6,900
行程自費：成人2,200、兒童1,900(12歲以下)
           (多退少補)
第一天 
6:30台北出發->8:00烏石港登船->龜山島
登島、繞島、賞鯨->12:30午餐-大溪漁港
->鐵牛力阿卡遊內城->煙波飯店CHECK IN
->18:00晚餐-永豐活海鮮餐廳
第二天   
飯店早餐->10:00CHECK OUT->職業參訪-
大鯖魚夢工廠(宜蘭西社友Fish工廠)->
12:00午餐-礁溪櫻桃鴨->海洋科學博物館->
17:00返台北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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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隊3月例賽
日期： 3月18日(四)
時間：11:10報到、11:40開球
地點：山溪地球場

◎台北永東社與新店碧潭社對抗賽
日期：4月20日(二)
時間：10:22集合、10:52開球
地點：再興球場

地區活動

◎2021-22年度社長當選人講習會
日期：3月20日-21日
地點：格萊天漾14樓艋舺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出席： FrankSung伉儷。

◎3月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3月27日(星期六)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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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扶輪對新世代的養成與培育
分享人：謝炎盛PDG.Electronics(城中社)
        林怡君CP.Elyse(台北旭光社)
        郭銘豪DRR. Adam(台北西區扶青社)
        程家堯Rtn. Andrew(台北禧愛社)
註冊費 : 每位300元。

◎2021-22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DA)
時間：5月1日(星期六) 08:00~21:00 
地點：大直典華飯店旗艦館
地址：台北市植福路8號

RTN 事由 金額

Eden 盡責糾察Cool給予掌聲! 1,000

Hummer 歡喜來例會。 1,000

King 歡喜參加例會。 1,000

Lloyds 歡迎主講老師。 1,000

One 為正義而戰。 1,000

Ping 歡喜例會。 2,000

Ray 開心例會。 1,000

Steve 熱烈歡迎主講老師蒞臨演講。 1,000

Tan 謝謝Cool給我執業服務機會， 1,000

 

給予包容一切不順利的問題。

 

Watt 歡迎瑞蘭女士蒞社演講。 1,000

White 歡喜例會。 2,000

小計

前期 一般捐款：297,766 649,766

指定捐款：352,000

合計

13,000

662,766

紅箱捐款 110.3.10

時間：110年3月10日(星期三)PM2:00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出席：White、FrankSung、Jeff、Lloyds、Fred
      Cool、House、Tan、Ray、Georgia。
列席：Diamond、Lawyer、Watt。
◎討論提案：
(一)案 由：請討論前社友彭文俠(Eric)社費
            追訴案。
    說 明：其因積欠社費五季共113,450元，
           多方聯繫未果，於109年9月理事會
           通過除籍。
    決 議：發函請其繳清欠費，另副本送予
           地區及台北福盈社。

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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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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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東區社授證26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3月19日(五)18:00-21:00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15樓天闊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出席： White、Lloyds、Jeff、King
       Antonio

◎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時間:4月23日(五)下午5:30報到
地點:樽鼎國際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1號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活動預告

彭瑞蘭老師精彩演講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3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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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註冊 ; 聯誼                                                       

18:20  扶輪歌唱：                                                            領 唱 組                    

             扶輪頌                                                            

             台北永東社社歌                                                    

             這是咱的扶輪社 

             歡迎地區總監                                                     

18:30  鳴鐘開會                                                                社長: 白成業 White           

18:31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聯誼: 謝秉辰House             

18:40  社長致詞                                                                社長: 白成業 White            

18:50  地區總監致詞                                                        總監: 賴志明 Jimmy           

18:55  頒發扶輪基金捐獻人                                           總監: 賴志明 Jimmy           

             永久基金捐獻人：白成業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林冠宇、周佑民、姜幸麟、

             許慶賢、蔡瑞富、蔡松源。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李木鐸、許慶賢、陳仲捷。                                          

19:05  輔導社:永和社社長致詞                                      社長: 嚴寬隆Archit             

19:10  換帖社:新店碧潭社社長致詞                              社長: 郭鯤濱Banny              

19:15  兄弟社:宜蘭西區社社長致詞                              社長: 劉冠君Eden              

19:20  頒贈社區服務團貢獻獎：金毓霞團長              社長: 白成業 White            

19:25  致謝詞                                                                    社長當選人: 宋明超 FrankSung 

19:30  鳴鐘閉會                                                                社長: 白成業 White             

19:31  表演節目：

              1. 手語表演                                                           台北永東社友夫人 

                                                                                              林錦卿、徐瑞琴、江金蘭、

                                                                                              郭正卿、呂美珠、王速花、

                                                                                              鄧惠宜、吳明青、徐慧珠、

                                                                                              劉玉鳳、蘇淑護。

              2. 吉他表演                                                           景美女中吉他社

                                                                                              姜之婷、鄭詠禎、歐揚妍竹。

              3. J zing樂團                                         

              餐敘 & 紅箱報告                                                              

23週年授證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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