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6年04月12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6081號  

主 旨  ：  函請 各社派員出席地區年會4月23日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  

說 明  ：  

一、『地區領導人研習會』其目的在培養地區扶輪領導人，使其具備必要的 

    技巧、知識及激勵、能在扶輪社層級以上服務扶輪。  

二、本年度DLS與地區年會結合，函請 貴社社長、社長當選人、前社長、或 

    在扶輪社擔任領導人角色3年以上之社員参加。  

三、地區領導人研習會時間、地點如下 :  

    時間：2016年4月23日 (週六) 報到:8：30(上午)，至10:00結束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6樓丹紗廳  

四、報名費用：免費  

五、報名人數 :依各社推薦人數  

六、請各社於2016年4月15日前向總監辦公室回報(Email或傳真皆可)。  

七、本屆地區領導人研習會特邀請對領導理念及經驗豐富之主講人做精彩演 

    講指導與分享，請各社盡早報名。  

八、謹此通知，敬請查照。 

 

正本：如受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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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邱添木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主委： 
江品諺 

3490 地區慈善歌唱比賽 
本社 Andy 社友榮獲第四名殊榮 

本社榮獲最佳啦啦隊獎 
賀 



 

 
 
  例會事項報告     04 月 07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101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24 名         
缺席人數:…………34 名                     

    出 席 率:…………66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gent、Alex、Anderson、Barcode、 
Branding、Chef、Civil、Enter、 
Fire、Gary、Importer、Jeff、 
Jerry、Look、Machine、Manpower、 
Marco、Media、Michael、Nick、 
Nicky、Page、Pin Jer、Pro、Rick、 
Ricky、Risen、Sam、Sean、 
Stanless、Steven、Tile、Whole、 
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bert、Ro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l Line、Andy、Auto、Bill、Goods 
Blower、Book、Camera、Chiang Ji、 
David、Doctor、Gold、Grind、Jack、 
Jacky、Move、Nikon、Ocean、Ray、 
Scuba、Tim、Travel、Wine、Yico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范玉玲 老師         講師 
     Serina         三峽北大菁英社 
     潘欽章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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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本社 Steve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范玉玲 老

師，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社友及今日來賓：熊
敏營造有限公司 潘欽章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Nicky 社友、Stone 社友，P.E.Lawyer 夫人羅文汝小姐，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Importer 社友與廖云妤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相親相愛、

甜甜蜜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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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P.P.Case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Spring 1,000 
5. P.E.Lawyer 1,000 6.  秘書 Life 1,000 
7. 社友 Jimmy 1,000 8. 社友 Paper 1,000 
9. 社友 Panray 1,000 10. 社友 Printer 1,000 
11. 社友 Stone 1,000    

小計：13,000 
承上期：591,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D.V.S.Amy  
講題：團隊 
現任：益州國際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誼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扶輪經歷： 
※ 2013-2014 創社社長、理事 
※ 2014-2015 社長、理事、巨額捐獻 
  人、永久基金捐獻人 
※ 2014 扶輪公益網委員、講師、地

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員、榮譽
顧問委員會委員 

※ 2015-2016 第七分區地區副秘
書、理事、社長代理人、扶輪公益
網委員、講師、保羅．哈里斯基金
捐獻人、扶輪公益路跑活動主委 

◎ 會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
們留步開會！ 

 

下週節目~第 26 屆地區年會 
日期：4月23.24日(星期六.日) 
時間：上午 8:30 註冊 
      上午 9:00-10:30 早午餐 
      上午 10:50 第一次全會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新莊區五工六路 66 號 6.7 樓) 
※ 擔任註冊組工作人員請於當日上

午 7:30 前底達會場協助各項事
宜，感謝您！ 

※ 請登記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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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 生日快樂 

Agent 社友 

(60.04.17) 

Tim 社友 

(57.05.03) 

Whole 社友

(51.04.28) 

Media 社友夫人 

吳秋儀(65.05.03)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P.P.Case 與芳玉雪夫人 

結婚 40 周年紀念(65.04.20) 

C.P.Yico 與張佳美夫人 

結婚 20 周年紀念(85.04.27) 

Accountant 社友與黃寶珍夫人 

結婚 34 週年紀念(71.04.20) 

Branding 社友與劉玉梅夫人 

結婚 11 週年紀念(94.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