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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辦公室
函

歡迎土城山櫻社蒞臨訪問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9 年 7 月 30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920012 號
主

旨 ： 2019-2020 年度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緬甸甘妮小學興建工程捐贈計
畫」承諾款額匯款資料，請查照。

說明

：

一、 甘妮小學建於 1955 年迄今有 60 多年而當時建材皆用木造，時間久遠，校地又
處低窪地區每遇下雨必定淹水，年久失修搖搖欲墜，學生無法正常上課影響甚距。本
地區總監與 WCS 團隊於 2018 年 3 月 9 日前往緬甸進行會勘並與進行多次會議的溝通
與修改。
二、 請各分區認捐 33 個單位，每單位 2 萬元，由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募款，請各社
將所承諾之捐款者資料及金額匯整後統一匯款至 WCS 專戶。各捐款者之捐款收據，請
各扶輪社自行開立。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三、 請各社匯款至：
戶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板橋分行
帳號：050001229645
並請將匯款單據回傳至地區辦公室收悉。

以能識別所在的精神為創立新社取名
新社社名應以「足以識別所在地方」的名稱作為社名。
社名需在區域的地圖上容易辦認，使人一看就能識別該社位於何處。
典型的扶輪社社名為市、鄉、鎮名字或區域內具辨識性的歷史名稱 ( 例如：台北、
台北西區、西門、艋舺等均為標準的社名範例 )； 而此亦同時標註了該社社區服務
的範圍。現今在大都會中，新社數量漸增，識別所在的精神已不易要求新社依循，因
此新社社名就越來越「百家齊放」了！

捐贈鶯歌家扶中心

出處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18-19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日期：8月16日(星期五) 上午10:00

捐贈 108 年防溺急救宣導、淨溪
活動及優良志工表揚活動

地點: 鶯歌區國慶街115巷22號

日期：8月18日(星期日) 上午9:30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地點: 三峽區插角里80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與!!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與!!

祝福您~生日快樂
Importer 社友(08.05)
P.P.Valve 夫人郭淑珍女士(08.01)
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女士(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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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3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65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ndy、Arch、Auto、Barcode、
Civil、CK、Connector、Fire、Ginseng
Human、Importer、Jerry、Jimmy、
Look、Machine、Page、Paul、Printer、
Ray、Stone、Yico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Tile
四、免計出席
Hoist
五、補出席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韓柏檉
講 師
Joan 社長
土城山櫻扶輪社
Linys 秘書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 Paul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 Ju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 E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P.E.Amy
土城山櫻扶輪社
Eco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Emily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Grace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議暨歡慶父親節活動
日 期：8月2日(星期五)
地 點：海霸王－海山店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22 號)
爐 主
社 長：Trading
前社長：P.P.Bicycle、P.P.Manpower、P.P.Thermo
社 友：Andy、Arch、Banker、Braht、Human、
Ironman、Paper、Panray

下週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日 期:8 月 8 日(星期四)
講 師:D.G. Audio
講 題:總監專題演講
★請社長、秘書及五大主委上午10:30分請至
社館準備迎接總監團隊蒞臨公訪行程如下：
上午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
社長當選人、秘書會晤
上午 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
上午 12:10~13:00 餐敍
下午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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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3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Trad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ak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韓柏檉 先生；接著歡
迎友社社友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長 Joan、秘書 Linys、P.P. Pauline、P.P. Judy、P.P. Eda、
P.E.Amy、Eco、Emily、Grace 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aysjinnet 社友、Ginseng 社友夫人宋琴琴女士，祝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 James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Stev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1,6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金額
1.

社長 Trading

3,000

2.

P.P. Hardware

1,000

3.

P.P. Ball

1,000

4.

P.P. Case

1,000

5.

P.P. Thermo

1,000

6.

P.P. Building

1,000

7.

P.P. CNC

1,000

8.

P.E. Green

1,000

9.

秘書 James

1,000

10. 社友 Bill

1,000

11

社友 CAM

1,000

12

社友 Camera

1,000

13. 社友 HPO

1,000

14

社友 Ironman

1,000

15

社友 Jason

1,000

16. 社友 Quba

3,600

17. 社友 Steve

1,000
小計：21,600 元
承上期：129,200 元

捐贈桃園少年之家

訪問母社土城扶輪社

日期：8月9日(星期五) 下午3:00

日期：8月14日(星期三) 中午12:00

地點: 桃園市金門二街191號

地點: 土城社館(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

★P.P.Case 伉儷準備秋葵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8號11樓

★Quba 伉儷準備油飯和雞湯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與!!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名額10位，歡迎各位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