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屆十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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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大中 
列席：吳茂雄 陳錫圭 林英機 彭國忠 侯文觀 廖志孟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四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福朋飯店 高聖燁副理、羽椿有限公司 吳聰海總經理與碁優包裝 
        有限公司 游朝安總經理，三位已參與本社活動連續達 4 次以上,並有 
        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請第三次爐邊會議爐主們討論爐邊會舉辦形式及日期。 
說  明：第三次爐邊會議爐主：P.P.Hoist、P.P.PVC、秘書 Spring、社友 Wine、 
        C.E.Foundation、Paul、BM、Import、Banker 
決  議：爐邊會議日期訂於 12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假板橋擔仔麵舉行，另 
        爐邊會議形式建議將來可採取一日遊的形式舉辦，增進寶眷間聯誼的 
        機會。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是否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生乙名，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黃俊瑋同學，目前就讀於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家中 
        屬清寒家庭，父親領有中度殘障手冊，在學成績優異獲得師長推薦， 
        申請本獎學金。 
決  議：2010~2011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經本社社長親自拜訪黃同學確認 
        家中現況後，本社將推薦黃同學申請本獎學金。 
第二案：本社社友名牌數量已不敷使用，將重新設計過後製作新的社友名牌，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為尊重本社明牌原創者 C.P.Yico，請 Valve 社長提名人設計名牌版面 
        後請 C.P.Yico 與理事們確認後統一製作。 
 
 
 
 
 
 
 
 
 
 
 
 
 
 
 
                                       
                                       
 

總 監 來 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 期 ： 2010 年 09 月 10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時字第 031 號 

主 旨 ： 敬請各社繳納 YEP 及 GSE地區活動贊助經費，請查照。 

說        明 ： 

一、 查2010-2011年度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YEP)、地區「團體研究

交換」(G.S.E.)等活動，各社應分攤之贊助經費經2010年5月8日地區講

習會提案，依據RI細則15。060。2(a)社員分攤金額由出席地區講習會下

屆社長的同意決定、通過在案。 

二、 依2010年5月8日3490地區講習會扶輪社社長當選人組第1次會議議題討

論通過之決議:2010-2011年度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YEP)活動所需經費

每社每位社員平均分攤新台幣200元；2010-2011年度團體研究交換(GSE)

經費，每社每位社員平均分攤新台幣200元。 

三、請各社於 2010 年 10 月 31 日前，將上列金額匯款郵寄到總監辦事處。 

匯款帳戶如下：戶名戶名戶名戶名：：：：賴正時賴正時賴正時賴正時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土城分行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056056056056----10101010----15531553155315537777----0000    

四、匯款完成後請將收據註明社名後影印收據註明社名後影印收據註明社名後影印收據註明社名後影印傳真或 E-Mail至總監辦事處以利核 

     帳。 

TEL：(02)2684-6355、2684-3966  FAX：(02)2684-3966 

E-Mail：ri3490.gov1011@gmail.com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 區 總 監：賴正時賴正時賴正時賴正時 

地 區 財 務：紀清田紀清田紀清田紀清田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1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3 名        

   出席人數:…………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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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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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LED、Insurance、Security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彭國忠 社友          本社   

     吳聰海 先生          本社   

     高聖燁 副理          本社 

     游朝安 總經理         本社 

     P.P.Michelle      地區副秘書 

     Judy 社長       土城山攖扶輪社  

     Sandy 秘書      土城山攖扶輪社  

     Jenny 社長提名人土城山攖扶輪社  

     Cindy 社友      土城山攖扶輪社  

     Martina 社友    土城山攖扶輪社  

     Nancy 社友      土城山攖扶輪社  

     Wini 社友       土城山攖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15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8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0670670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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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 彭國忠社友以及蒞臨貴 
   賓：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P.P.Michelle、土城山攖扶輪社 Judy 社長、Sandy 秘書、 
   P.P.Julie、Jenny 社長提名人、Cindy 社友、、Martina 社友、Nancy 社友、Wini 
   社友、 羽椿有限公司吳聰海總經理、福朋飯店 高聖燁副理、碁優包裝有限公司 

   游朝安總經理以及蒞臨本社的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本週結婚週年：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祝福您們結婚 27 週年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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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元。 
◆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3,000 2. 助理總監 P.P.Manpower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3,000 
5. P.P.PVC 1,000 6. P.P.Ball 1,000 
7. P.P.Case 1,000 8. I.P.P.Jeff 1,000 
9. 社長提名人 Valve 1,000 10. 秘書 Spring 1,000 
11. 社友 Lawyer 1,000 12. 社友 Paper 1,000 
13. 社友 Import 3,000 14. 地區副秘書 P.P.Michelle 1,000 
15. 土城山攖社 3,000,    

小計：24,000 元 

承上期：230,600 元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年年年年    資資資資    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    

彭安祥 立昌紙業(股)公司 營業部經理 30 年以上 陳靖庸 社友 

董榮宗 瑞珈科技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6 年 劉昭利 社友 

詹玉梅 僑弘有限公司 會計 2 年 彭國忠 社友 

本週節目、優良員工表揚活動 

講師：王昱森 老師  

講題：公共危險與正確的消防觀念 

講師簡介： 

現任-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講

師、衛生署急救教育中心教官、台北

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總隊~訓練教官 

學經歷： 

※ IFSTA 美國國際消防勤務學校~消

防管理專科班 

※ 心臟電擊去顫術~種子教官班 

※ 心肺復甦術創傷救命術~師資班 

 

下週節目 

日期：99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 

講師、講題：未定 

◎三峽扶輪社蒞臨訪問 

◎新社友入社佩章儀式 

請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出席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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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PaperPaperPaper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 35 35 35 35.10..10..10..10.29 29 29 29 ))))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您您您您        

        生生生生    日日日日    快快快快    樂樂樂樂    

職業服務~優良員工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