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9 屆年會議程表
 迎 RI 社長代表暨年度鉅額捐獻人晚宴
日期:108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地點:花蓮美侖飯店二樓宴會廳
17:00 註冊、聯誼
18:00 會議開始
19:01 晚宴開始

 第 29 屆年會
日期:108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 花蓮縣立體育館
09:00-11:00

報到、聯誼

11:30-12:20

開幕式

14:00-14:30

茶點時間

第一次全會
14:30-14:31

鳴鐘開會

14:31-14:35

提案決議報告

14:35-14:55

RI 現況報告

14:55-15:25

頒獎表揚(一)

15:25-16:30

榮耀與感動

16:30-17:20

專題演講

17:20-17:21

鳴鐘閉會

17:30-21:10

扶輪之夜

日期:108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
地點: 花蓮縣立體育館
第二次全會及閉幕式
08:30-09:00

社友入場

09:00-09:07

鳴鐘開會、介紹貴賓

09:07-09:15

介紹 2019 德國漢堡國際年會

09:15-09:25

全球獎助金報告

09:25-10:55

榮耀與感動

10:55-11:25

頒獎表揚二(地區服務功績獎、模範家庭獎、社員及新社發展功績獎)

11:25-11:45

新扶輪家族介紹

11:45-12:15

閉幕式

12:15-14:30

惜別午餐會(餐敘/表演節目/高爾夫球賽頒獎)

春季台中花博世界花卉博覽會、麗寶樂園兩日遊
日期:108/03/9-10 地點: 點:台中

第 22 卷第 32 期

例會事項報告
03 月 2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1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1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61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ndy、Auto、Barcode、
Braht、Civil、CK、Fire、Ginseng、
HPO、Ironman、Jason、Jerry、
Jimmy、Look、Machine、Panray、
Page、Paul、Printer、Sake、Yico
三、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 補出席
Chiang Ji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成中興 先生
講
師
I.P.P. May
三重南區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
社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Stone 社友(04.09)
Sake 社友(04.14)
P.P.Lawyer 夫人羅文汝女士(04.13)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Importer 社友與廖云妤女士結婚 10 週年
Ginseng 社友與宋琴琴女士結婚 10 週年

本週節目
日期：4 月 11 日(星期四)
講師：曾弘鋼 先生
講題：別讓身體不開心-腰酸背痛怎麼辦
★學 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運動修復
★現 職
馨田脊骨徒手保健工作室-執行長
★經 歷
萬芳醫院復健科運動指導員
YMCA 體適能 游泳教練
社子國小-體育教師
EMT-1 高級救護員
國際 IHFI 脊椎保健教練
中華民國肌內效貼合格證書
藍海曙光軟組織傷害處理合格證書
中華詠田學會整復師、理事
馨田脊骨徒手保健工作室-執行長
★會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

下週節目 2018-19 年度 29 屆地區年會
日期：4 月 20-21 日(星期六、日) 9：00 註冊
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
(花蓮市固湖灣大路 23 號)
飯店:藍天麗池(花蓮市中正路 590 號)
出席人員:社長 Designer 伉儷、P.P.Plastics、
P.P.Scuba、P.P.Building 伉儷、P.P.Spring 伉儷、
P.P.Valve、P.P.Lawyer 伉儷、P.E.Trading、S.Human、
Rtn.Connector 伉儷、James、Panray、Paper
★合併本社 4/18(星期四)第 1149 次例會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1 日出刊

第 1146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Design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ton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成中興先生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貴賓:三重南區扶輪社 I.P.P. May 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結婚週年：P.P.Lawyer 與夫人羅文汝女士，祝您們週年快樂!


秘書報告由本社 Huma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Importer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1,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姓

金額

名

名

金額

1.

社長 Designer

3,000

2.

P.P. Valve

1,000

3.

P.P. Lawyer

1,000

4.

P.E. Trading

1,000

5.

秘書 Human

1,000

6.

社友 Auto

1,000

7.

社友 Camera

1,000

8.

社友 Importer

1,000

9.

社友 Ray

1,000

小計：11,000 元
承上期：537,670 元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紀念典禮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紀念典禮

日期：4月16日(星期二)

日期：4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5:30

時間:下午5: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3樓圓滿廳(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0號)

地點:上海銀鳳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2樓)

出席人員:社長Designer、P.P.Building、
秘書Human、社當Trading、社友Bracode、
Jaysjinnet、James、Importer、Ray、Sake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社長：陳陽春 Designer

秘書：蔡東樺 Human

出席人員:社長Designer、社當Trading、秘
書Human、社友James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糾察主委：彭國忠 Importer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