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參觀~採茶、製茶體驗一日遊活動 

活動日期：101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 

報名截止日：101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8:30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新北市三峽區長泰街 96 號） 

活動行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備註 

08:30~09:00 報    到 三峽區農會本會 三峽區長泰街 96 號 

09:00~09:30 前往茶園 三峽→安坑 介紹三峽茶產業 

09:30~10:30 採    茶 安坑茶園  

10:30~12:00 製    茶 茶菁工廠 講師:黃正忠、黃文雄 

12:00~13:30 午    餐 春谷餐廳  

13:30~15:30 茶葉介紹及泡茶 春谷餐廳 講師  賴水成 

15:30〜 老街自由行 祖師廟、三峽老街 安溪國小或農會解散 

三峽茶簡介： 

三峽茶區位於台北縣西南方，連接文山茶區，與新店、土城、樹林、鶯歌、大溪

相鄰，三峽茶區分佈在安坑、竹崙、插角及有木等里，山上雲霧濛密，氣候涼爽，

土質良好，極適合茶樹生長，當地農民開墾種茶已有 200 餘年歷史，目前已有茶

園面積 430 公頃，種植品種以青心烏龍、青心柑仔為主，尚有台茶 12 號、13 號

及 14 號等，分別製造包種茶、龍井茶，碧螺春(綠茶)等三峽是臺灣「龍井茶」

唯一產地，茶樹品種為「青心柑種」，每年春秋兩季為龍井茶產期。尤清縣長訪

三峽茶區，將三峽茶區所生產的茶葉命名為「海山茶」；海山茶包括三峽茶區當

地所生產的「包種茶」、「龍井茶」、及「碧螺春綠茶」等。 

注意事項： 

1.參加人員請著輕便服裝、自備健保卡、帽子、雨具。 

2.若遇天候影響，可能調整活動行程及內容。 

 

第七分區聯合秋季旅遊活動~花蓮兩日遊 

日期：10 月 27.28 日(星期六日) 

地點：花蓮地區兩日遊(含參觀發電廠與 D.G.Young 公司的採石場) 

報名截止日：7 月 26 日(星期四)前 

報名及費用：本次旅遊活動住宿花蓮美侖飯店需事先訂房，雙人房費用每間 3,500 

           元，報名時請繳交房間訂金 2,000 元，交通費及餐費由社內支出。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101 年 7 月 2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2069 號 

附    件 ： 如說明五。 

主    旨 ： 函知本地區 2012-2013 年度舉辦之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敬請各

社轉知與會人員。 

說    明 ：  

一、時間:2012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報到、1:30 開會(議程如附件)。 

二、地點: 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三、應參加人員為本年度： 

    (1)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所屬之各委員：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姚啟甲 P.D.G. Kega (蘆洲社)、 

地區電子媒體委員會主委-張景華 P.P. Helen (三重南區社)、 

       地區平面媒體委員會主委-林俊銘 P.P. Amigo (三重泰安社)、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林有志 Yo Chih (花蓮港區社) 。 

(2) 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秘書、公共形象主委、及其

他有興趣之扶輪社員，每社至少４名參加。 

四、 敬請於 7 月 13 日(星期五)18:00 前報名參加，註冊費每位 1,000 元。 

戶戶戶戶名名名名：：：：林慶明林慶明林慶明林慶明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華南銀行華南銀行華南銀行華南銀行    花蓮分行花蓮分行花蓮分行花蓮分行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820820820820----10101010----013013013013013013013013----5555 

請請請請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總監至總監至總監至總監辦辦辦辦事處事處事處事處，，，，以利核帳以利核帳以利核帳以利核帳。。。。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349034903490 地區總監辦事處地區總監辦事處地區總監辦事處地區總監辦事處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970 970 970 970 花蓮市美工八街花蓮市美工八街花蓮市美工八街花蓮市美工八街 17171717 號號號號    

TELTELTELTEL：：：：03030303----823823823823----3611361136113611    

FAX: 03FAX: 03FAX: 03FAX: 03----823823823823----3616361636163616    

EEEE----MMMMailailailail：：：：ri3490.gov1213@gmail.comri3490.gov1213@gmail.comri3490.gov1213@gmail.comri3490.gov1213@gmail.com    

五、檢附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議程、報名需知各乙份(詳如附件一、二)。   

六、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採線上報名，請各社直接連結進入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線上報名系統報名。http://dpis0728.rid3490.org.tw/ 

地 區 總 監 ： 林慶明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主委：林佩穎 
※本社應出席人員：地區副秘書 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P.P.Hardware，並歡迎有興趣之社友 7月 12 日(星期
四)前踴躍報名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8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1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 席 率:………… 93%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Manpow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Paper、Scuba、Thailand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Banke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威達 先生          本社 
     洪揚清 先生          本社 
     方欽瑩 先生          本社 
     張偉欽 先生          本社 
     郭壵芳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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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Paul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德益科技(股)公司 陳威達先生、日月光淨水(股)

公司 洪揚清總經理、神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方欽瑩總經理、禹力科技(股)公司 張

偉欽總裁、南山人壽 郭壵芳區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BM 社友、P.P.Blower 夫人錡玉色小姐，祝福您們青春永駐、生日快 

               樂！ 

   2.本週結婚週年：社長 Paul 與林玫君夫人結婚 22 週年，祝福您們永遠幸福快樂！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42,200 元，本週紅箱指定捐贈為急難救助金幫助貧困孤兒！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5,000 2. C.P.Yico 2,000 
3. P.P.Hoist 1,000 4. P.P.Bicycle 1,000 
5. P.P.Hardware 1,000 6.  P.P.PVC 1,000 
7. P.P.Ball 1,000 8. P.P.Plastics 1,000 
9. P.P.Case 1,000 10. D.V.S.Blower 1,000 
11. P.P.Thermo 3,000 12. P.P.Jeff 1,000 
13. P.P.Building 2,000 14. I.P.P.Valve 3,000 
15. 祕書 Green 1,000 16. 社長提名人 Spring 2,000 
17.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8. 社友 Lawyer 1,000 
19. 社友 Land 1,000 20. 社友 Importer 1,000 
21. 社友 Wine 1,000 22. 社友 Michael 1,000 
23. 社友 Trading 1,000 24. 社友 Quba 1,200 
25. 社友 Designer 1,000 26. 社友 Auto 1,000 
27. 社友 Archi 1,000 28. 社友 Bearing 1,000 
29. 社友 Agent 1,000    

小計：42,200 元 

承上期：42,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何方 
講題：越快樂、越健康 
講師簡介： 
現任-作家、憂鬱症，身心健康情緒關
懷主題演說者、中央廣播電台（晨曦
音樂館）節目與中廣流行網「美的世
界週末、週日版」主持人 
學經歷： 
※ 政大社會系畢業 
※ 台大 EMBA、遠距教學企業管理相關課
程進修 

※ 歌手、演員；電視、電台主持人；文
字工作；肯愛社會服務協會副秘書長 

※ 入圍金鐘獎最佳兒童節目主持人獎 
※  1989、1990 年獲新聞局頒發優良廣播

兒童節目獎 
◎七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7月19日(星期四) 
講師：榮譽社友-劉慶瑞教授 
講題：日本岡山的人文歷史 
      與姐妹社介紹 

社區服務~捐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總會新北市三鶯救生隊救生器具

及清寒學子泳訓教學 
日期：7月14日(星期六) AM10:00 
地點：北大游泳池 
      (三峽區復興路237巷1號) 
參加人員：社長Paul、秘書Green、社
友Absorber、Accoungant、Air、 
Agent、Adoah及其他有興趣之社友寶
眷歡迎參加！ 

社區服務~協辦全國育幼院運動會 
日期：7 月 20.21 日(星期五.六) 
時間：AM 8:30 集合  
      AM 9:00 參加開幕式 
AM 9:00~PM 5:00 扶輪宣傳攤位 
地點：台北體育館(台北市松山區南京
東路四段 10 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