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屆十一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11 日 

主席：陳水生 社長 

紀錄：蔡木春 秘書 

出席理事：陳水生 蔡木春 蕭高旭 陳啟洲 許松祥 李富湧 何仁傑 駱長樺 邱顯貴  

          阮建茂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四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二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大 

        板根森林遊樂區舉行，本活動是否合併第 711 次中午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秋季旅遊原訂於 10 月 23、24 日(星期六、日)舉行，由於天候因素延期， 

        提請理事們討論本活動舉辦日期及是否合併例會。 

決  議：本活動日期延至 12 月 18、19 日辦理並合併 12 月 23 日(星期四)第 716 次中 

        午例會舉行。 

第四案：本社將於十二月份舉辦社區義診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日期及活動細節。 

決  議：先由社長與附近的里長們討論活動舉辦日期後再與恩樺醫院共同辦理。 

第五案：本社與土城山攖扶輪社共同舉辦『社區服務~捐血活動』日期訂於 12 月 8 日 

        (星期三)假土城工業區廠商服務中心前廣場舉行，本活動將準備 250 份贈品 

        (每份 100 元)，提請理事們討論贈送捐血者之禮品，另本活動是否合併 12 

        月 9 日(星期四)第 714 次中午例會舉行。  

決  議：本活動贈品將購買多功能汽車指揮棒，並合併 12 月 9 日(星期四)第 714 次 

        例會舉行。 

第六案：本社將於 12 月 31 日(星期五)舉辦跨年晚會，請理事討論當日活動節目與工 

        作人員，另是否合併 12 月 30 日(星期四) 本社第 717 次中午例會。 

決  議：本活動節目由聯誼主委 Paul 社友與 Import 社友共同主持，由每個家庭安排 

        一項表演節目，其他穿插節目與流程由 Paul 聯誼主委安排。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將設置之扶輪社網頁首頁請理事們選擇一個樣式。(附件二) 

決  議：網頁設計之首頁圖案顏色較灰暗，請 Paul 社友與廠商溝通修改，社友們放 

        在網頁上的個人資料為生日年份、公司電話、公司地址等。 

第二案：由新北市第一扶輪社主辦之社區服務『江翠國小特教班圓夢計劃』將贊助小 

        朋友搭乘高鐵至高雄一日遊，本社是否贊助活動經費一萬元整，提請理事們 

        討論。(提案人：陳水生 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將製作社友新名牌，每個製作單價約為一千元，廠商提供四款樣式供選 

        擇，提請理事們選擇款式。(提案人：陳水生 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與樹林芳園扶輪社是否於本年度互訪，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 

        陳水生 社長) 

決  議：將與樹林芳園社討論互訪日期後前往公式訪問。 

第五案：本社目前例會用餐方式改為自助式，由於增加清洗之碗盤數量較多，提請理 

        事討論是否增加清掃人員費用。(提案人：陳水生 社長) 

決  議：由下次例會開始將原清潔費一千元增加為一千兩百元，增加给付費用為自助 

    式用餐方式需清洗餐具，若無需清洗則維持一千元清潔費。 

第六案：本社是否於本屆製作新的西裝作為出席活動與例會之制服，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人：駱長樺 前社長) 

決  議：由於本案牽涉到所有社員之權益，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四)之常年大會時提 

        出與全體社員討論。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年度基金捐獻名單年度基金捐獻名單年度基金捐獻名單年度基金捐獻名單    

永久基金永久基金永久基金永久基金 社長 Building 1,000 美元  P.P.Case 1,000 美元 

保羅哈里斯基金保羅哈里斯基金保羅哈里斯基金保羅哈里斯基金 P.P.Case 2,000 美元  P.P.Plastics 1,000 美元   

祕書 Spring 1,000 美元  社長提名人 Valve 1,000 美元   

社友 ChiangJi 1,000 美元(指定小兒麻痺)  總計 8000 美元 

恭賀恭賀恭賀恭賀  P.P.Case  P.P.Case  P.P.Case  P.P.Case保羅哈里斯基金累計捐獻達保羅哈里斯基金累計捐獻達保羅哈里斯基金累計捐獻達保羅哈里斯基金累計捐獻達10,00010,00010,00010,000美金巨額捐獻目標！美金巨額捐獻目標！美金巨額捐獻目標！美金巨額捐獻目標！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助理總監 Manpower、P.P.Thermo、社友 Lawyer 

、社友 Paper、社友 Security  總計 50,000 台幣 

◎感謝社友們踴躍認捐，您的捐獻將使世界上需要幫助的人們受惠◎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1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5 名        

   出席人數:…………2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 1 名                     

    出 席 率:…………97.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E.Foundatio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Thermo、Val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Chiang Ji、Land、Security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廖志孟 社友          本社   

     吳恆健 教授          本社 

     May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郭堯芳 經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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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71071071071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Building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Paul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本週來賓：首先以熱烈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廖志孟社友以及蒞臨貴賓： 
   德霖技術學院 吳恆健教授、三重南區扶輪社 May社友、南山人壽 郭堯芳經理以 
   及蒞臨本社的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Land社友、Accountant 社友、Chiang Ji社友、C.P.Yico夫人 
   張佳美小姐、P.P.Ball夫人鄭月娥小姐，祝福您們健康美麗、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Spring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Lawyer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新台幣$12,000 元。 
◆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3,000 2. Manpower 助理總監 1,000 
3. C.P.Yico 3,000 4. P.P.Ball 1,000 
5. 秘書 Spring 1,000 6. 社友 Accountant 1,000 
7. 社友 Banker 2,000    

小計：12,000 元 

承上期：273,6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富湧 社友 
講題：淺談親人間的財產關係 
講師簡介： 
現任-詠立法律事務所 律師 
學經歷： 
※ 輔仁大學法律系 

 

下週節目~第三次爐邊會議 

日期：12 月 4 日(星期六)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板橋市南門街61號金環球大5樓樓) 

程序：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餐敘 

爐主：P.P.Hoist、P.P.PVC、秘書

Spring、社友 Wine、C.E.Foundation、 

Paul、Import、Banker、BM 

◎敬邀各位社友寶眷參加！ 

                                                                                              社長：陳水生 Building  秘書：蔡木春 Spring  糾察主委：李富湧 Lawyer 社刊主委： 蔡清泉 Plastics  

Accountant 社友夫人 

黃寶珍小姐(45.12.01)  

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    

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 

(49.12.01)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金金金金婚婚婚婚 50505050 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    

Insurance 社友與謝宜君夫人

(97.11.26) 

祝福您們結婚祝福您們結婚祝福您們結婚祝福您們結婚 2222 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1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二) 
地點：三重彭園餐廳 4 樓宴會廳 
     (三重市龍門路 6 號 4 樓) 
應參加人員：助理總監
P.P.Manpower、社長 Building、秘
書 Spring、P.P.Ball 
§屆時請準時出席，感謝您！ 

扶輪的歡扶輪的歡扶輪的歡扶輪的歡喜箱喜箱喜箱喜箱（（（（紅箱紅箱紅箱紅箱/ I.O.U./ I.O.U./ I.O.U./ I.O.U.））））    
    歡喜箱又稱紅箱、樂捐箱，在美國部份扶輪社稱為「Smile box」－罰金收集
箱，－微笑箱的意思。由於扶輪社所徵收的社費，係僅做為社務運作的費用，並
不包括社會服務或其它服務活動的經費在內。為了昂揚善意，讓所有社員獲得服
務的真實感，應該按照每次服務工作的性質，以平均分擔或以個人意願為準，共
同認捐所需經費才是正途。不過，為了顧慮部份社員的經濟能力，以及共同認捐
執行上，不無實際的困難，而改由社員善意自由捐獻，以取代社員的共同認捐，
那就是如同所得稅採用累進課稅制度一樣，有喜慶好事者多捐一些的作法也不
錯，這就是歡喜箱的由來。 
    由於經由歡喜箱所收集的捐款，悉數作為社會服務或其它服務工作的基金，
所以格外有其意義。因此獲得很多歡喜事情的社員，對社員多貢獻一些反而是公
平的事，此舉也最能表現扶輪奉獻的精神。大家應該認同這種歡喜箱，名副其實
大家歡歡喜喜的情況下慷慨解囊，共襄盛舉。 
    歡喜箱是扶輪社特有的制度，其執行工作，各社大致都指派糾察兼任之。如
社員有光榮的成就、得獎、受表揚、生日紀念、上電視、兒孫金榜或其它好事等，
都成為歡喜箱聚財的方式。糾察執行任務時，如能善於運用機智，不嫌麻煩儘量
充滿幽默風趣，自己要笑嘻嘻提著箱子誘導社員捐獻，不但能造成會場熱鬧的高
潮，亦有助於增進例會輕鬆愉快的氣氛，讓歡喜箱能發揮覺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