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訪問訪問岡山中央姐妹社日本五日遊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4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4134號  

附    件  ：  參考附件1-3  

主    旨  ：  2014-2015年度跨地區「台灣扶輪公益網 千萬資源捐贈記

者會」，敬請各社轉知與會人員踴躍出席。  

 說   明  ：  

一、 跨地區建置「台灣扶輪公益網」已臻完成，本地區於年度開始已培訓 

     熱心社友並推薦到各社宣導公益網之運作，受到熱烈迴響，至十月底 

     已有五十多人次的社友參予捐贈，總價值已逾兩百多萬元。為感謝及 

     鼓勵社友繼續支持公益愛心，經跨地區委員會討論決定透過記者會宣 

     達扶輪公益精神，彰顯扶輪公共形象。  

   時間：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16: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新北市市政府-大型會議室0507  

   參與對象：鼓勵各社推派一至二名熱心參與公益網社友報名參加  

   費用：免費  

     扶輪社友 線上報名資訊：http://goo.gl/forms/UDW03Zx0tA   

二、 為表揚各社熱心參與公益，將於記者會後，舉辦「扶輪公益網頒授儀 

     式」，感謝各社捐獻及資源捐贈，敬邀各社社長或代表 列席接受表揚， 

     請各社填寫下列回覆表，並傳真至 02-2993-4256俾利造冊作業。  

三、 以下事項敬請各社協助:  

1. 各社或社友皆可各自為註冊主體，上扶輪公益網註冊帳號並登錄物

資。  

     2. 敬請各社協助邀請各社照顧之社福單位或學校註冊扶輪公益 

網，上網索取扶輪公益資源，並邀請社福參加說明會，說明會於同

一天同個地點舉辦，時段為12:40報到 ，13:00開始至13:50結束，

有興趣之社友，亦可提早來參與。  

3. 傳真附件1。  

4. 各社社友捐贈資源，請於11/25日前刊載於「扶輪公益網」以俾利

工作團隊籌備工作，備妥授狀工作…等事宜。(附件2) 

    函請各社務必詳閱，協助回覆，為俾利頒授作業，名單校對最後回覆期
限為：11/25前，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任何問題請撥02-22761395 公益
網專線或E-mail :3490charity@gmail.com。  
 

地  區  總  監 ： 洪清暉  

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梁維斗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2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2 名         

缺席人數:…………20 名                     

    出 席 率:…………7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Archi、Banker、Barcode、Bearing、 

Bed、Branding、Chef、CNC 

John、Michael、Money、Page、 

Pin Jer、Sam、Ricky、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Roman、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Blower、Book、Case、Civil 

Green、Jaysjinnet、Media 

Michael、Service、Wood、Braht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粘曉菁 醫師          講師 

     薛青妍 小姐          本社     

     阮恩慈            RYE Inbound  

     劉耀祖            RYE Inbound 

     A.G.Long-Life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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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2020202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粘曉菁 醫師；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薛青妍執行祕書、
第二分區 A.G.Long-Life、RYE Inbound 學生 阮恩慈、劉耀祖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
們。 

   1.本週壽星：Green 社友、Accountant 社友夫人黃寶珍小姐、Book 社友夫人 
     周清容小姐、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小姐、LED 社友夫人郭淑玲小姐，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結婚週年：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結婚 54 週年紀念、Book 社友與周清容夫 
     人結婚 36 週年紀念、Chef 社友與林杜素琴夫人結婚 37 週年紀念、Roman 社友與 
     林芳伃夫人結婚 19 週年紀念、Tim 社友與楊韶菁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祝福您 
     們幸福美滿、攜手同心！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7,000 元！捐款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Ball 1,000 4. P.P.Valve 1,000 
5. P.E.Land 1,000 6. 秘書 Designer 1,000 
7. 社友 Accountant 1,000 8. 社友 All Line 1,000 
9. 社友 Andy 1,000 10. 社友 Green 1,000 
11. 社友 Health 1,000 12. 社友 LED 1,000 
13. 社友 Machine 1,000 14. 社友 Tim 1,000 
15. 社友 Risen 1,000    

小計：17,000 元 
承上期：445,500 元 

各項各項各項各項扶輪基金捐獻名單扶輪基金捐獻名單扶輪基金捐獻名單扶輪基金捐獻名單    
巨額捐獻人：社長 Chiang Ji(累計)、P.P.Plastics(累計)、P.P.Blower、P.P.Valve 
永久基金捐獻人：社長 Chiang Ji 
保羅哈里斯基金：A.G.Scuba、P.P.Thermo、P.P.Building、I.P.P.Spring、P.E.Land、
秘書 Designer、All Line、Archi、Camera、Green、LED、Machine、Service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C.P.Yico(冠名捐款 15萬元) 、P.P.Paul、Accountant、Agent、
Andy、Book、Camera、Health、HPO、James、LED、Lawyer、Paper、Trading 

本週節目 
講師：施丞修Doctor 社友 
講題：中醫生活家 
現任：施丞修中醫診所院長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學經歷：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 
※ 新北市立板橋醫院醫師 
※ 台北市立中醫醫院醫師 
※ 中醫臨床再教育望診講師 

下週例會~常年大會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四) 
第 19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監票人- P.P.Bicycle             
         唱票人- Designer  
         記票人- Life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 第十九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P.P.Case(41.12.08) 

P.P.Building(35.12.10) 

Chef 社友(47.12.06) 

HPO 社友(40.12.10) 

Money 社友(48.12.07) 

Sam 社友(52.12.10) 

Service 社友(46.12.05)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Auto 社友與葉淑嫈夫人結婚 6 週年紀念 

(97.12.07) 

Wood 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婚 8 週年紀念 

(95.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