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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爐邊會議暨歡慶父親節活動
時間:108.08.01 地點: 海霸王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為什麼男社友的夫人都稱為 Ann？
1914 年，美國加州扶輪社社友們搭乘專列火車前往參加休士頓年會；當時尚無
女性社友。而該專列火車上只有舊金山社社長亨利 ‧ 布魯內爾的夫人Ann為唯
一女眷。因Ann在旅途中深受歡迎，於是大家開始稱她Rotary Ann。當列車抵達
休士頓時，來接待的社友蓋甘介紹他的夫人也叫Ann；於是在歡樂的氣氛中，社
友們將兩位Ann高舉遊行，並宣佈社友的夫人將被稱為Rotary Ann。自此，我們
便以Ann 加上社友暱稱來稱呼男社友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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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10.01)
P.P.Spring(09.17)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Bill 社友(09.21)

P.P.Ball 與夫人鄭月娥女士結婚 42 週年

CAM 社友(09.26)

Civil 社友與夫人張淑娟女士結婚 23 週年

Human 社友(10.01)

Printer 社友與夫人賴思寰女士結婚 20 週年

House 社友(09.20)

Ironman 社友與夫人邱秋對女士結婚快樂

Life 社友(09.18)
P.P.Chiang Ji 夫人劉淑伶女士(09.25)
T im 社友夫人楊菁韶女士(09.14)

Bill 社友與夫人羅采芳女士結婚 25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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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4 名
出席人數:…………3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0 名
缺席人數:…………26 名
出 席 率:…………59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ndy、Arch、Auto、Bicycle、
Barcode、CAM、Civil、CNC、Fire、
Connector、Ginseng、House、
Importer、Jerry、Jimmy、Look、
Machine、Page、Paul、Printer、Quba、
Scuba、Stone、Tim、Yico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R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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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木陽
講
師
P.P.Judy Liu
三重千禧扶輪社
Grace 秘書
新北光耀扶輪社
Rtn.Rita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 Anthan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黃秋媚 女士
歐盟晶點睡眠館
羅木 總經理
豪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奎雍行 銷處處長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本週節目爐邊會議暨慶祝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 期：9月12日(星期四)下午六點
地 點：上海銀鳳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3 樓)
爐 主
前社長：P.P.PVC、P.P. Ball、P.P. Scuba、P.P. Spring、
P.P. Chiang Ji
社長當選人：P.E. Green
社 友：Camera、Bill、Civil、HPO、Steve、
Importer、Jimmy，(共 13 位)。
、

Bill 社友千金 邱澐溱 考取北一女中
下週節目愛心捐血活動
日 期：9 月 18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30-下午 5:30
地 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土城區三民路 4 號)
★本次捐血活動需由社友輪流於活動攤位，發
送捐血禮品!
★合併當週 9 月 19 日(星期四)第 1171 次例會，
週四不開會!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12 日出刊

第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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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掌聲歡今日講師: 謝木陽；接下來歡迎今日
蒞臨貴賓三重千禧扶輪社 P.P.Judy Liu、新北光耀扶輪社 S.Grace、土城山櫻扶輪社
Rtn.Rita、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P.P. Anthany、歐盟晶點睡眠館 黃秋媚女士、豪盛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羅木先生、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處處長 吳奎雍先
生，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 Bicycle、P.P. Scuba 夫人李秋樑女士、P.E. Green 夫人張榮慧女士、
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Arch 社友夫人葉玉瑩，祝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Sake 社友與夫人陳筱涵女士，祝您生日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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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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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Chiang Ji

1,000

3.

P.E. Green

2,000

4.

秘書 James

1,000

5.

社友 Bill

2,000

6.

社友 Camera

1,000

7.

社友 CK

2,000

8.

社友 HPO

1,000

9.

社友 Human

1,000

10

社友 Ironman

1,000

11

社友 Jason

1,000

12

社友 Jaysjinnet 1,000

13

社友 Sake

1,000

14

社友 Steve

1,000
小計：19,000 元
承上期：212,200 元

社區服務頂埔國校學校教學活動

秋季旅遊-大溪老茶廠
東眼山森態一日遊

★P.P. Ball 伉儷準備自製豆花

日期：9月26日(星期四)

★秘書 James 伉儷準備蛋糕

時間：下午2:40

日期：9月28日(星期六)

★三重千禧社 P.P.Judy Liu

地點: 頂埔國小

★本活動合併當週9月26日

準備發糕

★請穿橘色運動衫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星期四)例會，週四不開會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