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
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
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
       價值；及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
       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國際扶輪3490地區
第七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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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事項報告 第915次  第918次

一、出席報告                             1/18      2/8
社員人數.....................................49 名 49名

出席人數.....................................17 名 32名

出國人數.......................................0 名 0名

補 出 席......................................13 名 4名

免計出席.......................................2 名 1名

缺席人數.....................................17 名 12名

出 席 率......................................65 ％ 76％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三、補出席社友
1/18 Amila、IPP Amy、PP Apple、PE Cara、
PP Eda、 Emily、 PP Fendi、 PP Jenny、 PP Joan、
PP Judy、PP Julie、 May、PP Wini
2/8 Amila、 PP Eda、 Sherry、PP Wini

四、免計出席
1/18 PP Karen 、PP Vicky
2/8  PP Karen

五、本次例會我們想念妳 !
1/18 Angel、 Bank、 Cindy、Diana、Gift、
Joan Liu、Jojo、Joyce、Linys、 Lulu、Maggy、
Marine、 PP Michelle、 Polly、 Sakura、Shana、PP Yuh
2/8  Angel、 Bank、 Cindy、Diana、Gift、Joan Liu、
Jojo、Joyce、Lulu、Maggy、Marine、Shana

例

下 下 週 例 會 第 921 次

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日期：3月4日(五)
☆時間：下午17:30報到；18:00開會
☆地點：雲林鵝肉城婚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259號3樓)
☆講師：呂秀蓮前副總統

本 週 例 會 第 919 次

☆日期：2月15日(二) 中午
☆講師：朱正生
☆講題：時尚魅力風格塑造
☆召開2月份理事會

下 週 例 會 第 920 次

☆日期：2月22日(二) 中午
☆講師：譚舜仁
☆講題：解開女性的身體密碼ABCDE

915 例會 -1.18- 三女社聯合例會

111.1.21 社區服務 - 跨分區地區獎助金【幸福小學堂】

三社社長  致贈小社旗  講師費予楊企霞 講師
Music 社友 姑爺賴雲良

生日快樂
Sherry 駱培華
結婚週年快樂

紅箱區

1月 18日 三女社聯合例會，紅箱活動暫停一次。
2月 8日 新春團拜，紅箱活動暫停一次。
目前累計新台幣 516,513 元（內含指定捐款
190,505元）。

會事項報告 第916次因春節將近，休會一次!例

會事項報告 第917次 因春節連假(1/29-2/6)，休會一次!例

結 婚 週 年 快 樂

Rita 社友 & 吳東益 (96.02.15)

壽 星 生 日 快 樂

Angel 社友 (02.17)

謝　啟

感謝爐主們 -於第三次爐邊會議 -新春團拜

宴請全體社友、姑爺寶眷

~提供精緻美食、美酒 ~盛情款待賓主盡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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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例會 -2.8- 新春團拜 ( 第三次爐邊 )

第 18 屆 - 歡迎新血輪

時間：111年 1月 24日              地點： 理事群組
主席：孔令姝 P Susan              記錄：鄭琇月 S Victoria
理事：孔令姝 P Susan、黎伂真 IPP Amy、江品諺 AG Amy Chiang、林桂香 Angel、高郁茹 PE Cara、
          蔡英珠 Eco、蔡阿省 PP Eda、楊智寬 Emily、徐淑珍 PP Joan、彭葉蓮珠 PP Judy、
          邱淑莉 PP Julie、黃秋媚 May、吳美秀 PP Michelle、林珊如 PN Sue、鄭琇月 S Victoria
討論事項

議案一： 18屆春季旅遊暨姑爺會日期原訂 3/12-13 (六日 )，【寨酌然 Glamping豪華露
營兩天一夜】，但旅行社當天立刻找房間，發現已經滿了，旅行社建議我們改在

3/20-21 (日一 )兩天，呈請理事會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但依政府規定為主。

議案二：社館搬遷清空處理費用報價金額 $15,750，呈請理事會決議。
說　明：請款單參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王麗純 (1/26,5/4,10/13,11/6)、 李美色 (11/6,12/4,12/14,12/31)、 
             張宇萱 (12/4,12/14,12/31,1/18)，皆已出席 4次例會申請入社，呈請理事會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土城山櫻扶輪社第 18 屆 一 、二月臨時理事會議記錄

姓　　名：張宇萱 Bonnie
入社日期：111.2.15
生　　日：6月 5日
職　　稱：金融投資策劃師
職業分類：金融業
電　　話：0924026288

姑　　爺：周育君
姑爺生日：63.12.21
結婚紀念日：101.10.28
介 紹 人：呂俊慧

姓　　名：李美色 Betty
入社日期：111.2.15
生　　日：3月 1日
職　　稱：億信興業有限公司  經理
職業分類：電子業
電　　話：0935143559

姑　　爺：楊西江
姑爺生日：43.4.14
結婚紀念日：69.1.22
轉社介紹人：呂俊慧

姓　　名：王麗純 Stella
入社日期：111.2.15
生　　日：9 月 12 日
職　　稱：淂剴工業有限公司 經理
職業分類：電鍍業
電　　話：0952729379

姑　　爺：吳安凱
姑爺生日：45.3.10
結婚紀念日：68.5.8
轉社介紹人：呂俊慧

時尚魅力風格塑造 主講人：朱正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副教授 
中華國際形象推廣發展協會理事長 
靜宜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副教授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 
法國 FORUM及 ATELIER造型設計學院專修 
YSL亞太國際巡迴彩粧大師 
金馬獎、金鐘獎星光大造型評審 
曾為章子怡、趟薇、陳冲、蕭薔、周星他、馬英九，  百大名人造型設計 
共出版「生活彩粧」等九本專業彩妝著作

朱正生
國際彩妝形象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