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地區辦公室 
受 文 者：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 
發文字號：國扶辦字第 202021041號 
主    旨：函請自由參與 109年度『耶誕環保挖寶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說   明 ： 
一、響應新北市歡樂耶誕城系列活動，扶輪公益網欲向各社募集二手好物，義賣所 
    得全數捐出社會局愛心大平台「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專戶。 
二、活動日期：109 年 11月 21日(六)，14:00 19:00 
三、活動地點：新北市市民廣場 （新北市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四、其他未盡明瞭事項，請洽詢：3490地區扶輪公益網執行秘書 翁藍翎 
    連絡電話：0906-608117/E-Mail 3490charity@gmail.com 
六、特此通知，函請查照。 
補充說明： 
一、 有意提供好物義賣者，請務必於 11/13前回傳物資登記列表(如附件)，以利彙

整安排後續工作。 
二、 義賣物品規範： 
①. 玩具、衣服、包包、書籍（不含報紙、期刊雜誌等有期限性之書刊）、小家電、

小家具及腳踏車等（需外觀及功能良好）。  
②. 請勿用全新品販賣，福利品可。  
③. 不得為醫療器材、個人衛生用品、化妝品或食品相關。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LLooookk 社社友友((1111..0099))  

PP..PP..SSpprriinngg 夫夫人人褚褚阿阿杏杏女女士士((1111..1100))  

捐贈頂埔國小學校教學活動經費 
時間:109.09.03 

地點:頂埔國小 

愛心捐血活動 
時間:109.09.16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地區獎助金- 
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語言治療及音樂治療老師鐘點費捐贈儀式 

日   期:11月 16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 13:30 
地   點:土城國小-演藝廳(土城區興城路 17號) 
★穿著西裝出席，歡迎社友與寶眷熱情參與 

 

2020-21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活動 
日     期:12月 22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     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區悅華路 100號) 
報名資格：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社友、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報名費用：每人$500元。 
擊球費用：每人$2,690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PP..PP..VVaallvvee 與與夫夫人人郭郭淑淑珍珍女女士士結結婚婚 4400 週週年年  

BBaannkkeerr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夏夏慧慧雯雯女女士士結結婚婚 1188 週週年年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2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4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 5 名    

缺席人數:……………… 24 名    

       出 席 率:………….……63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uto、Banker、Barcode、 

Chiang Ji、Civil、CK、CNC、Human、 

Connector、Importer、Jason、Jerry、 

Jimmy、Lucky、Look、Manpower、 

Ocean、Page、Paper、Paul、Ray 

Water、Sam 

三、 免計出席: 

      Hoist  
四、 補出席: 

Alumi、Andy、J.Li、Printer、Trading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劉昭利 社長          講    師 

鄭凱鄉 總經理  全方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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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9次例會~與子社土城東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Green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ous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土城中央社 社長劉昭利，

接下來歡迎扶輪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ena 社友，接著歡迎蒞臨貴賓全方能
股份有限公司 鄭凱鄉 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aper 社友、James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Quba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3,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Green 4,000 2. C.P. Yico 3,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 PVC 2,000 5 P.P. Ball 1,000 6. P.P. Valve 1,000 

7. P.P. Spring 1,000 8 P.P. Designer 1,000 9. P.E. Andy 1,000 

10 秘書 Quba 1,000 11 社友 Bill 2,000 12 社友 Bruno 1,000 

13 社友 Camera 1,000 14 社友 Ginseng 1,000 15 社友 HPO 7,000 

16 社友 House 1,000 17 社友 James 1,000 18 社友 Johnson 1,000 

19 社友 Tile 1,000 20 社友 Tim 1,000    

小計：33,000 元 
承上期：434,510 元 

 

日 期：11 月 5 日(星期四) 

講 師：王世勳 

講 題：打造智慧化企業經營管理 

＊ 簡 介: 

       社區大學樂齡講師 

       企管顧問公司講師 

       職場服務 36 年 

       演講超過 2000 場以上 

       遍及公部門機關/各級學校/民間社團/ 

       企業公司 
 
 
 
 

日 期：11 月 12 日(星期四) 

講 師：胥洪民 資深副理 

講 題：疫情下的「歧異」世界 

★召開十一月份理 

事會議 

                                                                                       社長：劉昭利 Green 秘書：蔡政道 Quba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本週節目☆ 

下週節目 
★與土城東區社聯合例會★ 

 

 

日 期：11 月 11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11:00 

地 點：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閱覽室 

       (土城區永寧路 18 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熱情參與!! 

★敬請穿著墨綠色運動衫 

土城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第十四屆 

授證交接典禮暨頒發清寒獎助金活動 
 

  謝 啟  
★感謝 C.P.Yico 

伉儷準備百香果 

★感謝 P.P.Hardware 

伉儷準備芥末沙琪瑪 

★感謝 P.P.PVC 伉儷準備堅果餅乾 

★感謝 James 伉儷準備阿默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