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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
第七分區我們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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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考驗扶輪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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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 Rotary Club Of Tucheng Sany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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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 例會 -11.15- 戴雅慈 ( 手作約會 ). 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

959 例會 -11.19- 第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 承天禪寺步道

社　長：高郁茹 P Cara　秘　書：黎伂真 S Amy 　社刊主委：張瑞芬 PP Fendi

每週二 中午 12：20~ 14：00   雲林鵝肉海鮮城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216號 )



111.11.10 聯合社區服務 - 板橋火車站捐贈

111.11.11 寶眷聯誼會 ( 品味生活 快樂人生 )

111.11.12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111.11.15 社區服務 - 關懷弱勢發放物資 ( 白米 200 包 - 修圓慈善會 )

Rotary Club Of Tucheng Sany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時間：111年 11月 15日　　　　　　　　　　　　　　　　　　　　　　　　地點：彭一書競選總部
主席：高郁茹 P Cara　　　　　　　　　　　　　　　　　　　　　　　　　  記錄：黎伂真 S Amy
應出席人員：高郁茹 P Cara、黎伂真 S Amy、王素珍 PP Jenny、林珊如 PE Sue、李英 Amila、

楊智寬 Emily、王秀苓 PP Fanny、張瑞芬 PP Fendi、徐淑珍 PP Joan、邱淑莉 PP Julie、
黃秋媚 May、孔令姝 IPP Susan、鄭琇月 PN Victoria

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 19屆 10月份收支明細表，呈請理事會決議。
　　說　明：參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12/13(二 )第 962次例會召開常年大會 ,推選 2023-24年第 20屆理事長及理事 ,呈請理事
會決議。

　　決　議：當天依中午正常開會程序，晚上無晚宴，往後社當皆改為宴請年度社長首敲。

　◎第三案： 12/20(二 ) 第 963次例會 -聯合社區服務 -【圓夢計劃】，時間 :上午 8:30，地點：土城國
小四樓禮堂 (土城區興城路 17號 )，會後於雲林鵝肉城用餐，呈請理事會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12/30(五 )第 964次例會 -土城山櫻社第二次爐邊會議暨歲末聯歡活動，餐廳 :雲林鵝肉城
餐廳，時間 : 18:00-18:30報到聯誼 / 18:30會議開始 /19:00餐敘開始，呈請理事會決議。

　　說　明： 組長 : 楊雅茹 Lulu
組員 : 林佩穎 PP Pauline、吳美秀 PP Michelle、孔令姝 IPP Susan、徐淑珍 PP Joan、

李英 Amila、蔡英珠 Eco、黃秋媚 May、林鈺櫻 Sakura、牟秀英 Zoe。
(含組長共 10人 )

　　決　議：照案通過。

一、成年禮儀式   (登記日期：11 月 30 日前 )
　　☆活動時間： 2023年 02月 11日 (星期六 ) 10:30~16:30
　　☆活動地點：宜蘭孔子廟

二、 WCS 在台灣 -聯合社區服務 (登記日期：12月 10 日前 )
　　☆宜蘭縣南澳鄉募集計劃： 社友冠名裸捐每單位 /20,000 元
　　☆台東縣蘭嶼鄉募集計劃： 社友冠名裸捐每單位 /20,000 元
三、 鼓勵各社社友及寶尊眷踴躍報名參加 2023年墨爾本國際扶輪年會總監團及地區各團。
　　☆扶輪年會時間：2023年 5月 27日 ~ 5月 31日
　　☆ 敬請各位社友及寶尊眷盡量在 2022年 12月 15日以前向 RI註冊，以節省註冊費用，其

他相關資料連結以下網站 https://convention.rotary.org/en/

土城山櫻扶輪社第 19 屆十一月理事會議記錄

地區活動開放報名中

註冊類別
　即日起 ~
　　　　2022/12/15

　2022/12/16~
　　　　2023/03/31

　2023/04/01~
　　　　2023/05/31

31歲以上社友或賓客 每位 US$475 每位 US$575 每位 US$675

30歲以下社友或賓客 每位 US$125 每位 US$175 每位 US$225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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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箱區

10月25日移動例會、11月19日及登山活動，紅箱
活動暫停。目前累計新台幣 645,950元。(內含指定
捐款193,380元)。

出席的意義與補出席、

免出席的規定

參加例會能夠增進友誼、培養關懷

他人的情操並提升職業道德。社員

本身就是例會的主角，應主動參與、

準時出席。缺席同時也剝奪了其他

社員能夠更認識你的機會；因此可

說是犧牲權利，也未盡到義務。例會

的出席時間應至少達百分之六十以

上，否則不能計入出席。缺席例會當

年度內，可以到全世界任一扶輪社的

例會去「補出席」。社員的年齡加上

扶輪年資若達 85年，且扶輪年資超
過 20年， 可用書面申請免計出席；
但須經理事會同意。

扶 輪 小 知 識
本 週 例 會 第 960 次

☆ 日期：11月 29日 (二 ) 中午
☆ 召開十一月份社務行政會議

下 週 例 會 第 961 次

☆ 日期：12月6日(二) 中午
☆ 講師：洪景陽 
☆ 講題：藥用蔬果的效用與禁忌 

下 下 週 例 會 第 962 次

☆ 日期：12月 13日 (二 ) 中午
☆ 召開社員大會 -選舉 20屆理事
☆ 召開 20屆理事當選人第 1次會議 
☆ 召開 19屆 12月理事會

結 婚 週 年 快 樂

Eco 社友 & 莊尉 (1202)
PP Joan & 黎煥章 (1202)

生 日 快 樂

PP Karen (1201)

會事項報告 第 958 次

一、出席報告
 11/15 移動例會 -PP Judy公子彭一書競選總部。

會事項報告 第 959 次

一、出席報告
 11/19 第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承天禪寺。

例

例

秘  書  報  告 第 960 次

▌  12/2(五 ) 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 :  10:00報到 /10:30拍照 /11:00開球
☆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區悅華路 100號 )

網站： http://www.sanyin.org.tw/             E-mail: sanyin3490@gmail.com

辦事處 :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號 15樓之 1   電話：02-2274-1468  傳真：02-8260-1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