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118號  

附    件 ： 如文  

主    旨 ： 敬請各社社友踴躍認捐保羅.哈里斯之友(PHF)、永久基金

(BNF)、及巨額捐獻（Major Donor），並請各社配合辦理認

捐事宜。  

說    明 ：  

一、隨函附上扶輪基金捐獻申請表，請各社認捐PHF、BNF及Major Donor之 

    社友確定後， 

⑴將捐獻統計表回覆地區辦公室以利彙整。  

⑵填寫英文申請表（附件一英文版請打字；附件二中文版供參考用）  

⑶扶輪基金捐款請用美金匯票，購買美金匯票時，抬頭「The Rotary  

  Foundation」（匯票背面請加註扶輪社英文名及扶輪社編號），請各社務 

  必將英文申請表與美金匯票影印留存。如遇特殊狀況需電匯時，請先洽地 

  區辦公室取得正確之帳號後再進行匯款作業。  

⑷請將匯票連同英文申請表一併寄至地區辦公室以利彙整;並統一於2013年  

  12月23日、2014年03月31日等分兩梯次郵寄至TRF；各社如有自行郵寄者， 

  亦請將英文申請表及美金匯票之電子檔emial至地區辦公室留存。  

  郵寄抬頭:The Rotary Foundation  

  郵寄地址:14280 Collections Center Drive, Chicago, IL 60693 USA  

⑸社友亦可上RI網站網站採信用卡方式捐獻，並將刷卡捐獻完成畫面儲存備 

  份並回覆地區辦公室以利統計。  

二、凡個人或夫妻之扶輪基金捐獻（含 PHF 及 BNF）合併捐獻累計達壹萬美 

    元者及以上各等級，皆可獲「巨額捐獻人」之表彰，如達各等級之捐獻 

    者亦請填寫表彰申請表(如附件)。請社友支持成為扶輪基金之「巨額捐 

    獻人」。 

 

副 本  ： 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

秘書  

 

 地 區 總 監 ： 吳維豐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119號  

附 件  ：  如文  

主 旨  ：  敬邀全體社友暨寶(尊)眷踴躍報名參與2014雪梨國際年

會，請查照！  

說 明  ：  

 

一、2014國際年會假澳洲雪梨舉行，敬邀各社社友共襄盛舉。  

二、大會為鼓勵社友踴躍參與，將註冊費用分為三個階段，提醒參加社友與  

    寶(尊)眷留意註冊日期，並儘早完成註冊手續。  

⑴第一階段:2013年12月15日前註冊，費用為美金310元;  

⑵第二階段:2014年03月31日前註冊，費用則調整為美金360元;  

⑶第三階段:2014年03月31日後註冊，費用再次調整為美金410元。  

三、如有意參加國際年會之社友，請先註冊大會。關於組織團隊之事宜，將 

    另行提供資料。如有自行組團之扶輪社亦可將行程提供地區辦公室上傳 

    地區網站，供社友參考。  

四、依 RI 公佈時程，國際扶輪世界年會第一階段報名截止日為 2013 年 12 

    月 15日。擬參加國際年會之社友及寶眷， 

㈠敬請於各階段截止日前將註冊表(附件一)Email 回傳至地區辦公室，以便 

  代為註冊及安排相關事宜。 

㈡或利用社員事務入口網站註冊(如以此方式註冊之社友，敬請將註冊確認 

  碼副本至地區辦公室俾利統計本地區之參加人數)。 

 

副 本  ： 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

秘書  

 

 

 地 區 總 監 ： 吳維豐  

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陳順從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0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19 名                     

    出 席 率:…………7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ndy、Archi、Barcode、Bed、 
Chef、Civil、CNC、Media、Ocean、 
Water、Wood、PinJer、Page、Sam、 
Aircon、Benjamin、Money、Printer 
Jaysjinnet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earing、Manpower、Michael、Valve 
Tim、Justin、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doah、Book、Health、Stanless、 
Whol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富城 老師          講師 
     社長 Building      三峽扶輪社 
     秘書 Sam           三峽扶輪社 
     P.E.Insurance     三峽扶輪社         
     P.P.Color         三峽扶輪社 
     P.P.PVC-Lin       三峽扶輪社 
     P.P.Test          三峽扶輪社 
     社友 Balance      三峽扶輪社 
     社友 Andy         三峽扶輪社 
     社友 Master       三峽扶輪社 
     社友 Power        三峽扶輪社 
     社友 Peter        三峽扶輪社 
     社友 Richard      三峽扶輪社 
     社友 Joe          三峽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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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66866866866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三峽扶輪社率團蒞臨訪問三峽扶輪社率團蒞臨訪問三峽扶輪社率團蒞臨訪問三峽扶輪社率團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Spr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李富城 老師，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扶輪社 社長 Building、秘書 Sam、P.E.Insurance、
P.P.Color、P.P.PVC-Lin、P.P.Test、社友 Balance、社友 Andy、社友 Master、
社友 Power、社友 Peter、社友 Richard、社友 Joe 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ccountant 社友、Spring 社長夫人褚阿杏小姐、Land 社友夫人 
               何淑卿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P.P.Valve 與郭淑珍夫人結婚 33 週年紀念、Banker 社友與夏慧雯夫 
               人結婚 12 週年紀念、Jaysjinnet 社友與鄭雲雲夫人結婚 19 週年紀 
               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白頭偕老！ 
� 秘書報告由本社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ous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5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5,000 2. P.P.Hardware 1,000 
3. P.P.PVC 1,000 4. P.P.Case 1,000 
5. P.P.Jeff 1,000 6.  P.P.Building 1,000 
7. 社長提名人 ChiangJi 2,000 8. 秘書 Importer 1,000 
9.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0. 社友 Auto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社友 Land 1,000 
13. 社友 LED 1,000 14. 社友 Macnine 1,000 
15. 社友 Paper 1,000 16. 社友 All Line 1,000 
17. 社友 Banker 1,000 18. 三峽社餐費 3,000 

小計：25,000 元 

承上期：320,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明宗 先生 
講題：全球最新健康紡織品的魅力 
現任：臺灣同心生物科技/同心光電科 
     技總經理 
學經歷： 
※ 臺灣科技大學 高分子暨纖維工程
技術系 學士 

※ 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 管理碩士 
※ 美國普林頓大學東方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研修中 

※ 臺灣養生休閒保健協會 首席生物
能量 顧問 

※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NG0 第
57 屆世界溫泉大會暨保健醫學論
壇 生物能量醫學講師 

※ 台灣國際扶輪社 3480 地區日新扶
輪社 2013-14 年社當 

※ 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傑出校友 
◎會後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11 月 21 日(星期四) 
講師：莊淇銘 老師 
講題：活到老 學到老 

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六)AM8:3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程序：8:30~9:00 報到領帽子毛巾水 
      9:00~11:30 登山健身 
      11:30~13:50 餐敘、摸彩活動 

      14:00 活動結束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Land 社友(60.11.15) 

Civil 社友(62.11.16) 

Green 社友(52.11.20) 

 

C.P.Yico 夫人張佳美小姐(45.11.14) 

P.P.Ball 夫人鄭月娥小姐(44.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