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屆十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27 日 

主席：李富湧 社長 
紀錄：蘇清海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江謝瑞 李清崑 江顯皎 鄭其發 何仁傑 林裕翔 陳威達  
          李富湧 蘇清海 蔡木春 陳瑞光 周弘章 
⼀、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理事們審查第二十屆九月份收支表。(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2016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扶輪基金 100 週

年慶暨愛與 分享嘉年華活動，日期訂於年11月6日(星期日)上午 8:00 
至下午 2:00 在新北市土城區假日藝術廣場舉行，每社設有愛心義賣攤
位，活動所得將捐贈弱勢團體-三峽小草書屋，為鼓勵本社社友與寶眷
參與活動擬合併 11 月 10 日(星期四)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由 P.P.Chiang Ji 提供義賣物品 100 份，所得全數捐贈予主辦
單位，本活動合併 11 月 10 日(星期四)例會舉行。 

  
第三案：秋季北埔樂逍遙一日遊活動定於 11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詳細行
程及費用明細請參考附件二，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年度為本社第二十屆，是否統一製作寶眷制服便於出席活動時統
一穿著，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P.N.CNC) 
決  議：由於製作服裝經費較高，需確認本年度經費是否能配合支出，將與
會計確認後再議。 
 

土城中央扶輪社-秋季旅遊活動~請踴躍報名! 
08:30 歡喜迎接美好的一天 

09:30 綠意農莊焢窯趣(午餐焢窯美食) 

10:30 農莊樂事體驗稻草手作競賽(草繩編織),鄉村童玩大進擊(誰是巧

手、誰是神射手、 團隊默契跳跳樂) 

11:30 享用焢窯美食 

13:30 團隊田園 PK 賽：A.勇闖星際之門 B.修復計算機 

15:30 小城故事北埔黃金傳奇尋寶活動 

17:30 客家風味美食饗宴→19:30 歡樂返家 

活動項目介紹： 

【綠意農莊焢窯趣】 在一大片田園空地上，各組人員將大小不等的土塊堆

積成窯，用杉木材點 火將窯內燒成火紅狀，再將地瓜．玉米．雞腿丟入後

悶窯等待約 1小時。等待之際，可先享用熱呼呼的田園野食，並且來個農村

DIY 草繩體驗。而田園的另一邊還有榮基客家三合院〝錦繡堂〞手工藝農具

展示中心可參觀。 

【團隊田園 PK 賽】A.勇闖星際之門、B.修復計算機，不只要快速完成任務，

更要團隊的默契與合作…在小隊一起腦力激盪後，到底哪一小隊能夠依靠策

略勝出呢? 敬請期待趣味又充滿智慧的團隊 田園賽吧!! 

【小城故事北埔采風黃金傳奇尋寶】北埔老街巡禮、金廣福公館(桃竹苗唯

一的一級古蹟)、天水堂(一堂六橫式)、慈天宮(全省罕見昇天龍式龍柱而且

有一隻牙齒剩兩顆ㄛ)、風華絕代姜阿新宅(價值連城的虎斑烏心石柱、巴洛

克風格移民式建築)、叮叮 咚咚橋、戰鬥巷道、百年老店隆源餅行、蕃薯餅、

芋頭餅…共同來發掘北埔老街的古老秘密吧!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I.P.P.Land(60.11.15) 

Accountant 社友(42.11.12)  
James 社友(57.11.04) Braht 社友(63.11.09) 
Look 社友(77.11.09) Rick 社友(62.11.11) 
Civil 社友(62.11.16) Green 社友(52.11.20) 

Fire 社友(71.11.26) 
C.P.Yico 夫人張佳美(45.11.14) 
P.P.Ball 夫人鄭月娥(44.11.17) 
P.P.Spring 夫人褚阿杏(46.11.10) 
I.P.P.Land 夫人何淑卿(62.11.10) 
Book 社友夫人周清容(46.11.28) 
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62.11.29) 
Grind 社友夫人吳秀華(58.11.26) 

祝福您們週年快樂~ 

Rick 社友&張靖潔夫人 

結婚 13 週年紀念 

P.P.Valve&郭淑珍夫人 

結婚 36 週年紀念 

Banker 社友&夏慧雯夫人 

結婚 15 週年紀念 

Jaysjinnet&鄭雲雲夫人 

結婚 22 週年紀念 

Tim 社友與楊韶菁夫人 

20 週年紀念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2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2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21 名                     

    出 席 率:…………71%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Barcode、Bill、Braht、 

Civil、Doctor、Grind、 

Jerry、Land、Look、Machine、 

Manpower、Michael、Nicky、Ocean、 

Page、PinJer、Quba、Rick、Sam、 

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Banker、Green、Jimmy、 

Paul、Val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Camera、David、Human、 

Jack、Stone、Whole、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Thomas           講師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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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0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東區社長 Jacky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土城東區社 Goods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土城扶輪

社 P.P.Thomas；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aper 社友、Rick 社友夫人張靖潔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土城東區社 Tom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土城中央社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5,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P.P.Ball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Chiang Ji 1,000 
5. P.N.CNC 1,000 6.  社友 Alumi 1,000 
7. 社友 HPO 2,000 8. 社友 Paper 1,000 
9. 社友 Printer 1,000 10. 社友 Pro 1,000 
11. 社友 Ray 1,000 12. 社友 Trading 1,000 

小計：15,000 

承上期：381,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淑蕙 老師 
講題：國際禮儀 
現任：明道大學 時尚造型學系主任 
☆會後召開11月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扶輪基金100週年慶暨

愛與分享嘉年華活動 
日期：11月6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8:00 至下午 2:00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假日藝術廣場 
義賣受贈單位:三峽小草書屋及其他弱 
      勢團體 
說明：現場有社團義演，有美食、遊戲、 
     義賣攤位，活動非常有趣、也深 
     具意義，本社並設有義賣攤位， 
     歡迎各社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板橋車站員工表揚暨參訪活動 

日期：11月8日(星期二)上午9:00 
集合地點：板橋車站北二門集合 
活動程序：1.表揚車站優良員工 
          2.前往樹林調度廠參觀 
          3.回到板橋車站 
※請踴躍登記參加，限額 8位！ 
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暨清潔

日活動 
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上午8:30 
集合地點：三峽中園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22號) 
活動程序：8:30- 9:00 領取物品 
          9:00-10:30 登鳶山健行 
         10:30-11:40 團康活動 
         11:40-13:00 午餐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李富湧 Lawyer  秘書：蘇青海 Risen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 歡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 
土城山櫻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 : 2004 年 2 月 09 日       R.I.核准日期: 2004 年 3 月 19 日 

授 證 日 期: 2004 年 3 月 24 日       輔 導 社: 土城扶輪社 

褓    姆: 前社長 李詩宗( Owan )      輔導主委: 前社長 蕭君銘( Gear )  

現任社長: 張瑞芬( Fendi)              現任秘書: 于錦花( Rita )  

社友人數:  53 名                     輔導成立: 土城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友 好 社: 花蓮新荷扶輪社             姐妹社:泰國把他那干社 

例會地點: 土城市中央路三段 92 號 3 樓 傳    真: (02)2267-4401 

電    話: (02)2267-9958             網    頁: http://www.sanyin.org.tw/   

例會時間: 每週二中午 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