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生聯盟二手義賣中心照生聯盟二手義賣中心照生聯盟二手義賣中心照生聯盟二手義賣中心    懇請您的支持與肯定懇請您的支持與肯定懇請您的支持與肯定懇請您的支持與肯定    
照生聯盟義賣中心(照生義鋪)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智光街 86 號 1 樓 

 
  近年來大環境影響，許多社團面臨經費短缺，照生聯盟為此成立義賣中心
『收集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收集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收集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收集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 一方面可以環保，珍惜資源； 一方面可
贊助義賣~最主要是將這些物資轉送給需要的人~ 確實做到物盡其用~收集
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萬物皆可，二手全新都收~ 

照生義鋪所有收入，扣除人事開銷，全數捐贈台灣照生會貓狗 119 特查
部，以及新北市照生會、台北市照生會(人道關懷) 做為救援經費。 
如：日常用品、二手衣物、3C 產品、藝術品、文具、皮包、玩具、書籍等
等物品。照生聯盟成立義賣中心，將您的愛心傳送到各地。 
 
義賣中心是以送為先，配合照生聯盟，將收集來的物資做分類： 
一、 視需求送予獨居老人、弱勢家庭、偏遠部落。 
二、 所有捐助商品由照生義鋪統籌義賣規畫。 
三、 無法送出也不能義賣的二手衣物或棉被轉送至各地弱勢狗園送給貓 
       狗使用。 
完全做到，珍惜資源 提倡環保 物盡其用，捐贈物品也可以幫助更多生命~ 
物資寄送地址：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6 巷 55 號 (02)2670-7126 
或可親自送達：新北市永和區智光街 86 號一樓 
如有任何疑問可來電洽詢： (02) 8943-3314 / 8943-4135 (張卡妹)  
24H 專線電話：0982-659-494  池特助 
台灣照生聯盟感謝您的愛心捐贈 
 
社團法人臺灣照顧生命協會 
協會介紹協會介紹協會介紹協會介紹：：：：    

社團法人臺灣照顧生命協會，是民間公益團體政府合法立案，成立六年
來所有經費 100%都是民間善心大德所捐助，未接受政府補助，本協會以尊
重生命，愛護動物，關懷孩童，搶救生命，主要分別三個部門，照生會貓狗
119 特查部，照生會人道關懷以及照生企業。 
    
臺灣照生會貓狗臺灣照生會貓狗臺灣照生會貓狗臺灣照生會貓狗 119119119119 特查部介紹特查部介紹特查部介紹特查部介紹：：：：人間有大愛人間有大愛人間有大愛人間有大愛        貓狗有照生會貓狗有照生會貓狗有照生會貓狗有照生會    

貓狗 119 特查部全台唯一 24小時電話報案救援，主要救援對象為台灣
流浪動物，如車禍受傷、受虐，捕獸夾等等受傷動物，本協會擁有全台灣第
一部貓狗 119 救援特種車，以及全亞洲唯一貓狗免費結紮巡迴車。 
照生會貓狗 119 特查部成立六年來，從救援、醫療、安置、送養一律不收費，
但因為經濟因素，經費不足，不得已在 99 年 10月公佈報案人須支付部份醫
療費用，以減輕照生會每個月 120 萬以上的支出。 
    
台北市照生會台北市照生會台北市照生會台北市照生會((((人道關懷人道關懷人道關懷人道關懷))))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台北市照生會主要服務對象為，以政府依法不補助的弱勢家庭與孩童為
主：如弱勢家庭、獨居老人、原住民部落等，但實際是真正最需要人幫助的
邊緣人，給予急難救助以及物資，並結合照生企業以及民間吉普車隊，每月
不定時將善心大德所捐贈物資，轉送至台灣各偏遠部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
的人，一但有災難發生，能立即啟動吉普車隊載送物資前往災區救援。 
並提倡老人與狗活動，讓獨居老人身邊有個狗狗陪伴，間接可以關懷獨居老
人，也可讓流浪狗有個歸宿。 

 

照生企業介紹照生企業介紹照生企業介紹照生企業介紹：：：：    
一個為公益而誕生的企業，照生企業所有義賣商品都是民間善心大德捐贈，
每月營業額扣除人事開銷，全數捐贈給台灣照生聯盟旗下公益團體，並成立
義賣二手中心(照生義舖)提倡環保，將您家中用不到的任何物品捐贈贊助，
將物資整理分類如二手衣物、家電器、書籍、文具等實用物品，轉送至台灣
偏遠地區部落，部分物資將提供義賣。 
    
((((拒絕再生拒絕再生拒絕再生拒絕再生) ) ) ) 免費貓狗結紮巡迴車介紹免費貓狗結紮巡迴車介紹免費貓狗結紮巡迴車介紹免費貓狗結紮巡迴車介紹：：：：    

照生會擁有一部全台灣唯一貓狗結紮巡迴車，主要是不受地形限制，可
到台灣各地鄉鎮為流浪貓狗免費結紮，歡迎社區、社團、企業、公司贊助，
拒絕再生 杜絕流浪動物持續繁殖，政府做不到的，民間團體大家攜手一“’
做”，以行動結紮代替撲殺，而不是喊口號，每一次出勤可幫助 40~60隻流
浪動物結紮。 
    
大台南月華護生園大台南月華護生園大台南月華護生園大台南月華護生園&&&&新北市照生會林口照生園區介紹新北市照生會林口照生園區介紹新北市照生會林口照生園區介紹新北市照生會林口照生園區介紹：：：：    
月華護生園區，主要收容的動物都是無主人的流浪貓狗，大多是傷、殘、

老、癱等等，引進最新生物科技微生益菌，將狗狗的排泄物分解後採用乾濕
分離回收再利用，(再造有機肥料)雨水也重複使用，是台灣第一座環保狗
場，可收容 200隻，目前已收容近 180隻的狗兒，是貓狗終養護生園。 

照生會林口照生園區是收費收容，場地約 200坪，有草地適合狗狗奔
跑，所收容的犬貓都是健康的。 
如您發現流浪動物車禍受傷、受虐、受困請撥打貓狗貓狗貓狗貓狗 119119119119 特查部特查部特查部特查部，，，，    
報案 24H 專線：0968096809680968----119119119119----804  0939804  0939804  0939804  0939----119119119119----995 995 995 995     
如您發現弱勢家庭急需救助， 
請撥打關懷專線：0973097309730973----555555555555----160 160 160 160 阮小姐阮小姐阮小姐阮小姐((((小卡小卡小卡小卡))))    
照生會官網： http：//www.lco.org.tw/ 
 

Banker 社友(44.04.10) 

House 社友夫人陳淑禎(62.04.10) 

Lawyer 社友夫人羅文汝(44.04.13)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Importer 社友與廖云妤夫人結婚 22 週年紀念(78.04.07) 

Banker 社友與王芳瓊夫人結婚 30 週年紀念(珍珠婚)(70.04.10) 

Accountant 社友與黃寶珍夫人結婚 29 週年紀念(71.04.20) 

  P.P.Case 與方玉雪夫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碧玉婚)( 65.04.20) 

 



 

 
 
  例會事項報告      3 月 3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8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無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Ste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Quba、Manpowe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蕭堯 老師            本社        

     梁傳鴻 總經理        本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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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77773030303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Building 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Paul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蕭堯老師，接下來歡迎蒞臨本社來賓：水上鮮餐廳  

   梁傳鴻總經理、三重南區社 May 社友以及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Spring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Lawy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新台幣$10,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3/17 紅箱收入 
1. Spring 秘書 5,000    
3/24 紅箱收入 
1. C.E.Foundation 1,000 2. Lawyer 1,000 
3/31 紅箱收入 
1. 社長 Building 3,000    

小計：10,000 元 

承上期：459,6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阮美玲 小姐 

講題：人間有大愛 動物有照生會 

講師簡介： 

現任-社團法人台灣照顧生命協會  

      總幹事 

學經歷： 

※ 曾任中華民國女子撞球選手 

※ 曾任台灣區域保齡球代表比賽 

※ 曾任山葉機車代表小綿羊賽車總冠

軍比賽 

※ 任中華民國水上救生第 464期救生員 

※ 經歷 98 年莫拉克颱風 88 水災號召

1500台吉普車以及5千名志工前往高

雄縣六龜鄉以及阿里山災區救援並

成立民間救援車隊 關懷偏遠部落 

◎ 四月份理事會議 

◎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會議 

請理事們與第五次爐主留步開會！ 

 

下週節目 

日期：4月21日(星期四) 

講師：魏鳳珍 總經理 

講題：本土企業”金興發生活用品” 

      經驗分享 

新北市百合新北市百合新北市百合新北市百合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3333 紀念慶典紀念慶典紀念慶典紀念慶典    
日期：4月 15 日(星期五) PM5: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六樓花田盛事廳(台北市植福路 8 號 6 樓) 
應出席人員：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P.P.Ball 

三重東區三重東區三重東區三重東區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社授證 30303030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4月 17 日(星期日) PM5: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3 樓國際宴會廳(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應出席人員：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P.P.Blower、社友 Chiang Ji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13131313 紀念慶典紀念慶典紀念慶典紀念慶典    
日期：4月 27 日(星期三) PM5: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六樓花田盛事廳(台北市植福路 8 號 6 樓) 
應出席人員：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社友 CNC 

 

訃訃訃訃                    告告告告    

  本社王憶華社友之母，慟於 100

年 4 月 6 日辭世，將擇於 4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假中壢御奠

園淨界紀念會館奉孝廳(中壢市

培英路 310 號)舉行公祭，敬請各

位社友撥誠參加。 

 

                                                                                              社長：陳水生 Building  秘書：蔡木春 Spring  糾察主委：李富湧 Lawyer 社刊主委： 蔡清泉 Pla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