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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耕心連苑教育基金會
時間:108.07.31 地點: 耕心蓮苑基金會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懇談會(Fireside Meeting)的傳統
懇談會也稱為「爐邊會」(芝加哥天
寒，故常在壁爐旁取暖召開 )。平常
例會聯誼時間有限一些扶輪知識也常
無足夠時間解惑，因此懇談會就利用
社友辦公室或自宅來舉行；同時也可
了解社友的職業並讓寶眷更了解扶
輪。懇談會應鼓勵自行用餐後前往或
採簡餐聯誼方式辦理通常由聯誼主委
主持，並邀扶知主委列席；先設定題
目或由社友自由發揮均可。主人需備
簡單茶㸃，且應控制在一個半小時內
結束。
出處國際扶輪3481地區
2018-19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祝福您~生日快樂
P.P. Bicycle (09.08)
P.P. Scuba 夫人李秋樑女士(09.08)
P.E. Green 夫人張榮慧女士(09.04)
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女士(09.02)
Arch 社友夫人葉玉瑩女士(09.10)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Sake 社友與夫人陳筱涵女士
結婚 6 週年快樂
(08.15)

例會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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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
一、 出席報告
日 期:8 月 29 日(星期四)
社員人數:…………64 名
講 師:謝木陽
出席人數:…………31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講 題:有趣的體驗式學習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學經歷:
補出席人數:………2 名
盟亞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特聘顧問講師
缺席人數:…………27 名
伊利特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創辦人、講師
出 席 率:…………58 %
皇朝國際旅行社/創辦人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中華卓越講師協會戶外拓展課程/教練、講師
Alex、Arch、Auto、Bicycle、Braht、
HP Lnc._台灣惠普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M、Camera、Chiang Ji、Civil、CK、
夢工廠校園菁英培訓計劃/台灣區專案負責人
Connector、Fire、Ginseng、Human、
Importer、Jason、Jerry、Jimmy、Look、  授課簡歷:
Machine、Page、Paul、Printer、Stone、 遠傳電信建構團隊力菁英會 Team Building 講師
Tim、Vale、Yico
福斯傳媒 FOX 國際電視台 Team Building 講師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生寶生物科技-團隊建構課程 講師
Banker、Risen
和泰汽車 LEXUS-日月潭菁英戰將教育營 講師
四、免計出席
和泰汽車-室長級 Team Building 課程訓練講師
Hoist
CARMAX 車美仕-高效能團隊領導課程 講師
五、補出席
TOYOTA 桃苗汽車戶外拓展專案課程訓練講師
Hardware、Ironman
台灣賓士汽車-團隊突破課程 講師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下週節目-聯合活動
鄭展發
講
師
第七分區扶輪家庭日暨趣味運動會及
Art 社長
新北城星扶輪社
公益捐贈活動
C.P. Eiko
新北城星扶輪社
Rita 秘書
新北城星扶輪社
日 期：9 月 8 日(星期日)
Betty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時 間:上午 9:00-下午 2:00
Joy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地 點: 新北市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室內體育館
Johnson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 2 號)
Jeffrey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有五項團體競賽，有吃有玩有摸彩，歡迎社
Danger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友帶著眷屬一同參與!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合併當週
9 月 5 日(星期四)第 1169 次例會，
Apple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週四不開會!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29 日出刊

第 1167 次例會-歡迎新北城星扶輪社蒞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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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掌聲歡今日講師:鄭展發；接下來歡迎今日
蒞臨貴賓新北城星扶輪社 社長 Art、C.P. Eiko、秘書 Rita、社友 Betty、Joy、Johnson、
Jeffrey、Danger、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ena、Apple，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erry 社友、James 秘書夫人楊碧麗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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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Trading

3,000

2.

A.G.Building

1,000

3.

P.P. Case

1,000

4.

P.P. CNC

1,000

5.

P.E. Green

1,000

6.

秘書 James

2,000

7.

社友 Andy

1,000

8.

社友 Barcode

1,000

9.

社友 Bill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Panray

1,000

12

社友 Quba

1,000

13

社友 Ray

1,000

14

社友 Tile

1,000
小計：17,000 元
承上期：193,200 元

感謝 P.P. PVC 伉儷
準備龜苓膏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社區服務中秋送愛女子看守所

社區服務中秋送愛少年看護所

日期：9月2日(星期一)

日期：9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4:00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 土城區青雲路33號

地點: 三峽區插角里80號

★請穿橘色運動衫

★請穿橘色運動衫

★名額6位，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名額6位，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