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5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5086號  

 附 件   ：  附件一:活動衣服尺寸表及丈量說明、附件二:地區成年禮

活動地點交地點交通圖、附件三:同意書暨感恩詞與期勉

詞。  

 主 旨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地區成年禮」活動。  

 

一.活動目的：為了使地區內之青少年及Inbound學生能夠更了解台灣傳統文 

   化與生活方式，並提升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責任感，進而對於 

   扶輪有更深一層瞭解與認識，故舉辦此活動，請各社鼓勵青少年踴躍報 

   名。並請留意如於14-15年度已參與過此活動者，請勿再次報名。 

二.活動時間：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中午12:30報到  

三.活動地點：大觀書院(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5號)  

四.參加對象：16-20歲之青少年  

五.參加人數：依照各社7月1日之社友人數(不含寶尊眷社友)  

   • 扶輪社人數為20名(含)以下之社，報名人數為1位。 

   • 扶輪社人數為21-40名(含)之社，報名人數為2位。 

   • 扶輪社人數為41-60名(含)之社，報名人數為3位。 

   • 扶輪社人數為61-80名(含)之社，報名人數為4位。 

   • 扶輪社人數為81名(含)以上之社，報名人數為5位。  

   此外，本活動將列為Inbound學生之地區文化活動，因此本年度Inbound  

   學生須全部參與，報名將由RYE委員會統一報名，並且不影響到上述各社 

   扶輪社報名之名額。  

六.報名方式：填寫線上報名表。  

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止完成線上報名、同意書暨 

   感恩詞與期勉詞(電子檔，請勿傳真)回傳至地區辦公室。如各社於報名 

   截止日期未能提供參加人選，不足名額統一由地區成年禮主辦單位，邀 

   請弱勢家庭品學兼優之青少年參加。  

八.活動經費：依各社7月1日之社友人數(不含寶尊眷社友)，每名社友新台 

   幣兩百元整計算。  

九.繳款方式：地區之帳號資料將另行公告  

十.請各扶輪社推薦品德優秀之禮生，成年禮委員會保有審查禮生之權利。 

  

地  區  總  監: 邱添木  

地區成年禮主委: 李昇穎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七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9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陳春諒 黃鼎發 江顯皎 林裕翔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阮建茂 呂理論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來賓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吳思緯經理、東眾有限公司 李應眾總經 

        理，兩位已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進而提 

        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安排於 8 月 5 日(星期三)父親節爐邊會時佩章。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針對本社出席較少之社員擬安排一對一褓姆制度以確實瞭解社友無 

       法出席之原因，並協助融入本社之社務及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關懷出席較少之社友安排其介紹人擔任褓姆主動邀約參

加本社社務及活動。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大豹溪救生隊 

日期：104 年 7 月 25 日 地點：北城游泳池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三鶯分隊清寒學子泳訓班及AED訓練機 

日期：104 年 7月 27日 地點：北大游泳池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3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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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         
缺席人數:…………23 名                     

    出 席 率:…………7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randing、 
Chef、Civil、CNC、Manpower、 
Michael、Ocean、Page、Pin Jer、 
Quba、Ricky、Sam、Stanless、 
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achine、Media、Roman、Valve、 
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David、Risen、Sto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明惠 老師         講師 
     Jerry 社友      基隆東區扶輪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葉瀚謙 先生       Land 社長 
     吳思緯 先生       Land 社長 
     李應眾 先生       Life 秘書 
     吳玉麟 先生      All Line 社友 
     張永康 先生      All Line 社友 
     黃竑哲 先生      All Line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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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59595955555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Ra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李明惠 老師，接

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基隆東區扶輪社 Jerry 社
友、百鴻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葉瀚謙經理、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吳思緯副理、東眾公
司 李應眾總經理、裕昌工程有限公司 吳玉麟總經理伉儷、吉澤建設開發(股)公司 
黃竑哲執行副總、維庭市內設計有限公司 張永康設計總監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I.P.P.Chiang Ji、Jaysjinnet 社友、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小姐，祝 
     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Life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all 1,000 4. P.P.Case 1,000 
5. P.P.Paul 1,000 6.  P.P.Spring 1,000 
7. IPP.Chiang Ji 1,000 8. P.N.Lawyer 1,000 
9. 秘書 Life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Importer 1,000 12. 社友 James 1,000 
13. 社友 LED 1,000 14. 社友 Ray 1,000 
15. 社友 Tim 1,000 16. 社友 Wine 1,000 
17. 社友 Bill 1,000    

小計：20,000 元 

承上期：110,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呂捷 老師 
講題：歷史與人文素養 
學經歷： 
※ 中正大學歷史系畢業 
※ 目前為補教界歷史教學名師 

    

下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暨父親

節慶祝活動 
日期：8月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6:00 註冊、聯誼 
      下午6:30 例會 
      下午7:00 餐敘、慶祝晚會 
地點：晶豪樓經典婚宴會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爐主：社長 Land、C.P.Yico、  
      P.P.Hardware、P.P.Case、 
      I.P.P.Chiang Ji、秘書 Life、 
      P.E.Lawyer、社友 Adoah、 
      Barcode、Bearing、Golden、 
      Green、James、Sam、Stanless， 
      熱情邀請！  
 
3490地區2015-16年度RYE申請 

報名資格： 
 1.男生：申請出發時，需滿15歲，但
不可超過18.6歲。生日區間為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98199819981998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出生至西元西元西元西元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1111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出生之學生。  
2.女生：申請出發時，需滿15歲，但
不可超過19歲。生日區間為西元西元西元西元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以後以後以後以後出生至西元西元西元西元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1111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出生之學生。 
3.英文能力證明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Happy Birthday To You 

社友 Importer(45.08.05) 

P.P.Valve夫人郭淑珍小姐(44.08.01) 

Paper社友夫人吳寶蓮小姐(42.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