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爐邊會暨歲末聯歡晚會 
日  期：10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6:00 報到 

地  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 號) 

爐  主：前  社  長：阮建茂、蔡木春、周弘章 

        社長當選人：林建宏 

        社      友：鄭凱元、邱銘乾、廖學成、黃鼎發、蔡東樺、 

方欽瑩、鄭正昇、張立群、林礽熹、陳觀龍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社長當選人感恩餐會 
日  期：10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6:30 報到 

地  點：台北天成大飯店-1F(天采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1091101萬人反毒路跑活動 
時間:109.11.01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土城國中扶少團第十四屆 
授證交接典禮暨頒發清寒獎助金活動 

時間:109.11.11 

地點:土城國中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5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 0 名    

缺席人數:……………… 28 名    

       出 席 率:………….……57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Andy、Auto、Banker、 

Barcode、Bill、Bruno、Builder Sam、 

Civil、CK、CNC、Connector、Jason、 

Importer、Jerry、Jimmy、Look、 

Manpower、Page、Panray、Paul、 

Printer、Ray、Risen、Thermo、Water 

Yico 

三、 免計出席: 
      Hoist  
四、 補出席: 

無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愛先 醫師           講    師 

A.G. Archi           三峽扶輪社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Paper 社友        板橋西區扶輪社 

 徐永芳 課長  亞東紀念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鄭凱鄉 總經理  全方能股份有限公司 
       Book               創社社友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第 24 卷第 19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 日出刊 

第1233次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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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愛先醫師，接下來歡迎

扶輪社友 A.G.Archi、板橋西區社 Paper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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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徐永芳 課長、陳堂詮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Li 社友、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美、Steve 社友夫人郭佩玲、 

          Accountant 社友夫人黃寶珍、CK 社友夫人高玉品，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Bicycle 與夫人蕭陳宴、Lucky 社友與夫人林麗津、Tim 社友與 

          夫人楊韶菁，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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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Green 3,000 2. P.P. Bicycle 1,000 3. P.P. Hardware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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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P. Designer 1,000 8. 秘書 Quba 1,000 9. P.E. Andy 1,000 

10. 社友Accountant 1,000 11. 社友 Camera 1,000 12. 社友 Ginseng 1,000 

13. 社友 House 1,000 14. 社友 HPO 2,000 15. 社友 Human 1,000 

16. 社友 Johnson 1,000 17. 社友 J.Li 2,000 18. 社友 Lucky 1,000 

19. 社友 Steve 1,000 20. 社友 Tile 1,000 21. 社友 Tim 1,000 

22. 社友 Wine 1,000 23. 陳堂詮 Book 1,000 24. 登山摸彩 1,500 

小計：28,500 元 
承上期：493,010 元 

 

 

 

 

日 期：12 月 3 日(星期四) 

講 師：林慶台 牧師 

講 題：歷練辛苦的奮鬥-林慶台的生命故事 

簡介： 

林慶台 1960 年生於宜蘭南澳，泰雅族人。 

(6)歲時父親早逝，由外婆、外公照顧。 

自小從外公習得泰雅文化技藝，成爲他 

日後在部落呈現泰雅族建築物及手工藝 

品作品。 

林牧師在50歲時因緣際會参與了原住民 

史電影-賽德克巴萊/飾演莫那魯道，第一 

次拍戲，就入圍了金馬獎第 48 屆最佳新人。 

戲拍完後，林牧師放棄明星光環，毅然 

決然地選擇偏鄉的教會服事，目前在烏 

來區福山長老教會任職。 

 

 
日 期：12 月 10 日(星期四) 

     第 25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 第二十五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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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PP..PP..CCaassee  ((1122..0088))  

JJ..LLii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蔡蔡怡怡陵陵((1122..0066))  

本週節目 

★與土城東區社聯合例會★ 

★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圍爐計畫★ 

下週節目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AAuuttoo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葉葉淑淑嫈嫈結結婚婚 1122 週週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