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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職業交流展
覽
會攤位。

一、本地區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特別設立職業交流展覽會場，作為社友職業
認識、交流與分享，和商機擴展平台之用途，並於現場規劃31個職業交
流展覽攤位，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與，攤位有限，額滿為止。
二、相關參展規定如下：
1.日期/時間：2016年4月23日(六)10:00~17:30~4月24日(日)9:00~14:00
2.地點：頤品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66號6-7樓）。
3.總攤位數：共31個攤位三、四樓含三樓寶眷場地內各有
一間展示攤位(6號及7號二間特大攤位)
4.每一攤位配置：
A.區三樓：1號~ 5號共有5個攤位(扶輪用品指定攤位)
(長2.7公尺深1.8公尺每攤位約1.5坪)
A.特區三樓：6號、7號共有2個攤位
(長8.4公尺深13.5-16.5公尺每攤位約13.5-16.5坪)
B.區四樓：8號~ 31號共有24個攤位
(長2.86 -2.7公尺深1.8公尺每攤位約1.5-1.59坪)
以上每攤位桌子2張：180cm × 75cm (含桌巾)/靠背椅兩張、製作參展
公司/品牌攤位
5.費用：攤位分區及清潔費用如下
A.區三樓：每攤位5000元整
(三樓攤位1.2.3.4.5號共5個攤位為扶輪用品指定攤位)
A.特區三樓：每攤位15000元整
(三樓攤位6號.7號共2個攤位)
B.區四樓：每攤位5000元整 (四樓攤位8 ~ 31號共24個攤位)

三、年會手冊內頁提供廣告刊登，封底內頁15,000元整、內頁每面10,000
元整。
四、有意職業參展與職業公共形象廣告刊登之社友（公司），請於2016年3
月3日(星期四)前儘速填妥附件參展申請書，以傳真、E-mail或郵寄至
總監辦事處。俟主辦單位核定後，通知相關匯款事宜。
匯款資料如下：
戶名：國際扶輪3490地區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板橋分行 (銀行代碼005)
帳號：050-001-22835-5
※ 現金支票：請寄總監辦事處(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45號13樓)。
匯款後，請務必將匯款單註明社友、廠商名稱後傳真至 02-2967-2104 以利
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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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事項報告
01 月 28 日
本週節目
一、出席報告
講師：張麗美 小姐
社員人數:…………98 名
講題：就是你的筆
出席人數:…………46 名
現任：就是筆有限公司總經理
出國人數:………… 3 名
學經歷：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從祖父一代於嘉義開創全台第一家自
補出席人數:………26 名
來水筆廠以來.迄今 70 餘年。承傳三
缺席人數:…………22 名
代.而今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在外
出 席 率:…………77 %
銷 諸 國 中 . 與 歐 洲 精 品 SWISS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MILITARY 長達 18 年的代工合作關
Adoah、Agent、Aircon、Alex、
係.精美品質.深受肯定.內銷則以自
Barcode、Branding、Chef、Civil、
創品牌 MONT REUX 與歐洲精美品質同
Enter、David、Jeff、Jerry、
Manpower、Page、Pin Jer、Quba、 步.行銷於國內市場.是送禮及自用的
Rick、Ricky、Risen、Sam、Whole、 最佳選擇。
※ 會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議
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edia、Roman
下週節目
四、免計出席人數
適逢農曆春節休會乙次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bsorber、All Line、Albert、Andy、 第四次爐邊會暨新春團拜活動
Anderson、Auto、Banker、Blower、 日期：105年3月3日(星期四)PM6:00
Chiang Ji、Doctor、Gary、Health、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Jack、Jimmy、Look、Machine、
Marble、Marco、Money、Move、Pro、 爐主：前社長 蕭高旭、陳水生、
社友 張茂蓮、施丞修、陳威達、
Stone、Sean、Tile、Travel、Yico
方欽瑩、張立群、邱千泰、陳世尊、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黃萬盛、吳聰海、林俊豪、邱建誠、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王志強、邱義晃、李承器、楊家逸、
林偉辰 先生
講師
李長樺、潘乙冠、梁文昌、邱裕翔
廖東雄 先生
Land 社長
陳以信 先生
Printer 社友
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1. 扶輪歌唱比賽 2/10 截止報名
2. 總監盃高球賽 2/26 截止報名
3. RI 首爾世界年會 3/30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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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2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詠春拳 林偉辰師
傅，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嵐多利鋁業有限公司 廖東雄總經理、穩立德有限公司 陳
以信總經理、乘群(股)公司 王韋傑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Manpower、Wood 社友社友夫人張瓊方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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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P.P.Spring
1,000
3. P.E.Lawyer
1,000
4. 秘書 Life
1,000
5. 社友 Importer
1,000
6. 社友 James
1,000
7. 社友 Steve
1,000
8. 社友 Paper
1,000
9. 社友 Stanless
1,000
10. 社友 Tim
1,000
小計：12,000
承上期：507,000 元

姓 名

祝福您 週年快樂
祝福您 生日快樂

P.P.Hardware 與陳英妹夫人

Gold 社友(66.02.12)

結婚 47 週年紀念(58.02.12)

Wine 社友(47.02.05)

Ricky 社友與吳咸叔夫人

P.P.Building 夫人楊玉盞(43.02.16)

結婚 17 週年紀念(88.02)

Stone 社友夫人羅婷以(66.02.11)

Stone 社友與羅婷以夫人
結婚 8 週年紀念(9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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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