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監來函總監來函總監來函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 年 04 月 18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050 號 

附    件 ： 如說明四 

主    旨 ： 函知本地區 2013-2014 年度舉辦之地區講習會，敬請各社轉知

與會人員報名出席參加。 

一、時間:201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會。 

二、地點：劍潭活動中心（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三、講習對象： 

    A:A:A:A: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年度各扶輪社擔任下列職務之社員年度各扶輪社擔任下列職務之社員年度各扶輪社擔任下列職務之社員年度各扶輪社擔任下列職務之社員：：：：        

       (1) 社長           (2)秘書          (3)財務   

    (4) 社員委員會主委 (5)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6)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7)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8)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9)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10)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11)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  

    (12)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13)新社員 

             (14)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 ** ** ** 以上人員請務必出席與會以上人員請務必出席與會以上人員請務必出席與會以上人員請務必出席與會，，，，每社至少每社至少每社至少每社至少 10101010 位社友報名參加位社友報名參加位社友報名參加位社友報名參加 ** ** ** **    

     B:      B:      B:      B: 敬請各社敬請各社敬請各社敬請各社轉知擔任地區職務之領導人轉知擔任地區職務之領導人轉知擔任地區職務之領導人轉知擔任地區職務之領導人，，，，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助理總監及年度助理總監及年度助理總監及年度助理總監及

地區副秘書報名參加地區副秘書報名參加地區副秘書報名參加地區副秘書報名參加。。。。    

四、檢附地區講習會議程乙份。 

五、敬請於 4 月 29 日(星期一)18:00 前報名參加地區講習會，註冊費每位 1,000

元，匯款帳號如下。請各社於匯款後，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02-2208-0315)

或 e-mail (ri3490.gov1314@gmail.com)至總監當選人 David 辦公處，以利

核帳。 

六、地區講習會採線上報名，請各社直接連結進入系統報名。

http://da0511.rid3490.org.tw。 

七、歡迎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搭乘捷運請由劍潭站 2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即可到達。 

註：請各位社長當選人提醒各與會人員事先研讀  

『『『『扶輪社秘書手冊扶輪社秘書手冊扶輪社秘書手冊扶輪社秘書手冊』，『』，『』，『』，『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手冊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手冊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手冊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手冊』，『』，『』，『』，『扶輪社社員委員會手冊扶輪社社員委員會手冊扶輪社社員委員會手冊扶輪社社員委員會手冊』，』，』，』，    

『『『『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手冊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手冊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手冊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手冊』，『』，『』，『』，『扶輪社服務計畫委員會手冊扶輪社服務計畫委員會手冊扶輪社服務計畫委員會手冊扶輪社服務計畫委員會手冊』，『』，『』，『』，『扶輪社扶輪基扶輪社扶輪基扶輪社扶輪基扶輪社扶輪基

金會委員會手冊金會委員會手冊金會委員會手冊金會委員會手冊』』』』。（上述相關手冊資料已轉交各社社長當選人，請分送各有關社

員俾利研讀並攜帶蒞會，謝謝。） 

2012-2013 地區總監：林慶明 

2012-2013 總監當選人：吳維豐 

2013-2014 年度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楊銘鋒 

總總總總監來函監來函監來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2 年 4 月 26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054 號 

附    件 ： 如說明五。 

主    旨 ： 函知本地區 2013-2014 年度舉辦之地區社員研討會，敬請各社

轉知與會人員。 

說    明 ：  

一、時間:201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報到、10:30 開會(議程如附件)。 

二、地點: 蘭城晶英酒店(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三、應參加人員為 2013-2014 年度： 

    (1)地區社員、社員發(擴)展領導人：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賴正時 P.D.G.Victor (板橋社)、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主委－蕭慶淋 I.P.D.G.Andy (宜蘭西 

區社)、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翁瑞毅 P.P.Yuokang (蘇澳扶輪社)、 

       地區擴展委員會主委－林佩穎 P.P.Pauline (土城山櫻社) 。 

(2)各分區助理總監、各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秘書、社員主委、社員發 

展主委、防止社員流失主委及其他有興趣之扶輪社員，各社至少４名參加。 

四、 敬請於 5 月 07 日(星期二)18:00 前報名參加，註冊費每位 1,000 元。 

匯款帳號如下。請各社於匯款後，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02-2208-0315) 

    或 e-mail (ri3490.gov1314@gmail.com)至總監當選人 David 辦公處，以利

核帳。 

五、檢附地區社員研討會議程乙份(詳如附件一)。   

六、地區社員研討會採線上報名，請各社直接連結進入地區社員研討會線上報名

系統報名。http://dms0518.rid3490.org.tw/ 

 

2012-2013 地區總監：林慶明 

2012-2013 總監當選人：吳維豐 

2013-2014 年度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楊銘鋒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818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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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星期日) PM 5:30 註冊 

地點：辰上名品飯店(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11 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秘書 Green、P.P.Plastics、社友 Adoah、Civil、 

            Trading 

◎屆時請準時出席◎ 



 
 
 
  例會事項報告      5 月 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1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 Bags、Chef、Civil、 
CNC、Michael、Water、Rich、Sam、 
Whole、Pag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rcode、Bed、Green、Tim、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Banker、BM、Chiang Ji、 
Machine、Manpower、Service、Wine 
Trading、Pin Jer、Ric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羅致政 教授          講師 
     賴建嘉 先生          本社 
     吳永裕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6 卷第 34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4 日出刊  
第第第第 88883333999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Paul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板橋東區扶輪社 Master 社友，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

賓：民進黨新北市黨部 粘珮瑩副執行長、廣得源科技有限公司 賴建嘉負責人、三

瑞精密(股)公司 吳永裕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Tim 社友、Michael 社友夫人葉慈慧小姐、Media 社友夫人吳秋儀小 

     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Importer 代理秘書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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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元，由於紅箱累計金額以達本年度編列預算，因此往後例會紅箱不另收

取，但生日與結婚週年歡喜之社友紅箱仍可依個人意願自由認捐！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2,000 2. P.P.Jeff 1,000 
3. P.P.Building 1,000 4. I.P.P.Valve 1,000 
5. 社長當選人 Spring 1,000 6. 社友 Designer 2,000 
7. 社友 HPO 1,000 8. 社友 LED 1,000 
9. 社友 Media 2,000 10. 社友 All Line 1,000 
11. 講師羅致政 2,000   1,000 

小計：15,000 元 
承上期：604,800 元 

  
    
                           

 
 
    

本週節目~母親節慶祝暨爐邊會
議活動 

日期：5 月 4 日(星期六)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 號) 

程序： 

下午6:00~6:30 註冊 聯誼 

下午6:30~7:00 開會 

下午7:00~     餐敘及慶祝晚會 

 
下週節目 

5555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例會合併母親節爐邊例會合併母親節爐邊例會合併母親節爐邊例會合併母親節爐邊
會舉行會舉行會舉行會舉行，，，，不開例會不開例會不開例會不開例會！！！！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年度地區講習會年度地區講習會年度地區講習會年度地區講習會    
日期：5月11日(星期六)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講習會分組參加人員： 

社長當選人組 社長當選人Spring 
秘書組 秘書當選人Importer 

會計組 Accountant社友 

社員委員會組 P.P.Building 
行政管理組 社長提名人Chiang Ji 

扶輪基金組 P.P.Plastics 
公共形象組 Designer社友 

服務計畫組 P.P.Case、P.P.Thermo、 

           社友LED、社友Michael 
以上十位請於分組討論時參加各組研

討，並協助引導參加人員至各組教
室，會議中請協助會議進行，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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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生日快樂 

C.P.Yico(25.05.10)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Manpower 與何雲泖夫人結

婚 41 週年紀念(61.05.09) 

Wine 社友與汪如男夫人結婚 20

周年紀念(68.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