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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新北市扶輪社授證 9/10(星期五)下午 5:30 

天皇御園婚宴會館 
(板橋市區運路 32 號 B1) 

參加人員：助理總監 P.P.Manpower、
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

P.P.Thermo、社長提名人 Valve、社
友 Inport，若不克出席請事先告知! 

社區服務-扶持你
我 讓愛輪轉 

9/14(星期二)上午 
10:30 

台北縣愛立發展中心 
(板橋市廣權路 130 號 4 樓)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助理總監
P.P.Manpower、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社區委員會主委 P.P.Case

並歡迎社友寶眷們參加! 

七分區聯合例會中
秋月光晚會暨慶祝
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9/15(星期三)下午 5:00 

土城海霸王餐廳 
(土城市中央路二段 122 號) 

爐主：C.P.Yico、P.P.Manpower、
P.P.Ball、P.P.Scuba、I.P.P.Jeff、

社友 Paper、Accountang 
~敬邀各位社友寶眷們參加~ 

二四七分區聯合世
界清潔日活動 

9/18(星期六) 
上午 8:00 集合開始活動 

~  
上午 10:30 回集合地點 

~  
上午 11:00 頒獎 摸彩 

南天母森林樂園門口 
(土城市南天母路 171 巷) 
餐敘地點：土城青青餐廳 
(土城市中央路三段 6 號) 

總監公式訪問 
 

9/30(星期四) 
AM11:00~11:30 會晤社長 
  11:30~12:10 五大主委 
  12:10~13:00 餐敘         
  13:00~14:00 總監演講 

請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 
社長當選人 Valve 以及五大主委(社
員委員會主委 Valve、服務計劃委員
會主委 P.P.Case、扶輪基金委員會主
委 P.P.Blower、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P.P.Bicycle、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CNC)與夫人在上午11:00前到達 

姓名：劉昭利 現職：閎碩科技(股)公司負責人 
社名：LED 地址：樹林市東大街 106 號 
生日：52.11.20 電話：02-86868282 
夫人姓名：張榮慧 結婚日期：80 年 12 月 25 日 
夫人生日：56.09.04 介紹人：阮建茂 社友 

 

職業分類：精密塑膠製造業 
姓名：張嘉宏 現職：富邦人壽(股)公司業務員 
社名：Insurance 地址：新店市民權路 98 號 10 樓之 1 
生日：71.06.07 電話：02-86672070 
夫人姓名：謝宜君 結婚日期：97 年 11 月 26 日 
夫人生日：71.09.20 介紹人：蔡木春 秘書 

 

職業分類：保險業 
姓名：高聖燁 現職：福朋飯店業務副理 
社名：Hotel 地址：中和市中正路 631 號 
生日：70.12.15 電話：02-22215658 轉 214 
職業分類：飯店服務業 介紹人：蔡木春 秘書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屆九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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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松祥 何仁傑 阮建茂 楊大中 李富湧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四屆八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並將本社歷屆結餘提撥六十萬元存入定存。 
第二案：第七分區聯合例會、第二次爐邊會、中秋月光晚會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日期 
        訂於 9 月 15 日(星期三)，本活動是否合併 9 月 16 日(星期四)第 702次中午 
        之例會舉行，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聯合舉辦世界清潔日活動，日期訂於 9 月 18 日(星 
        期六)上午 8:00假南天母森林遊樂園們口集合舉行成天禪寺淨山活動，當日 
        活動是否合併 9 月 23 日(星期四)第 703次中午之例會，本社也擔任本次活 
        動之主辦社，當日活動工作之分配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由社長安排三組每組兩人負責發放環保筷子，P.P.Case負責分配 
        各社垃圾收集袋的發放。 
第四案：3490 地區舉辦青年領袖獎研習營活動，提請理事討論本社預計推薦參加人數。 
說  明：1.時間：2009年 11 月 13~14 日(星期六~日)。 
        2.地點：花蓮美侖飯店。 
        3.參加對象：18-30歲青少年(名額約 200 名)與社友。 
        4.費用：由 3490 第區規劃每社費用 20,000元整。 
        5.推薦名額：每社四名，超過四位每人費用 5,000元(含社友)。 
決  議：本社提撥本活動經費 2萬元整，並請社友們推薦四名青年參加本活動。 
第五案：來賓國偟保全(股)公司 伍德金副總經理與富邦金控 張嘉宏先生，二位已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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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入社之新社友將安排於 9 月 9 日(星期四)例會中由助理總監 
        為新社友配章。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是否設置永久網站讓社友們更便於了解本社活動，並作為本社對外的宣 
        傳窗口，網站設置費用一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月 份 將 舉 辦 活 動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29 名        

   出席人數:…………1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 席 率:…………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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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ba、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Jeff、Lawyer、Manpower、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姜幸麟 社友     永和東區扶輪社 

     劉昭利 董事長       本社 

     高聖燁 副理         本社 

     張嘉宏 先生         本社 

     伍德金 副總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10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9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007007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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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e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本週來賓：首先以熱烈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永和東區扶輪社 Computer 

   社友以及蒞臨來賓：昆山品田精密塑膠有限公司 劉昭利董事長、福朋飯店 高聖燁 

   副理、富邦金控 張嘉宏先生、國偟保全(股)公司 伍德金副總以及蒞臨本社的諸位 

   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Bicycle 與 P.P.Scuba 夫人李秋樑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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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台幣$11,000元。 
◆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3,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 Case 1,000 4. 秘書 Spring 1,000 
5. 社長提名人 Valve 1,000 6. C.P.Yico 2,000 
7. 姜幸麟 社友(講師) 2,000    

小計：11,000元 

承上期：147,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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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饒志敏 姓名：伍德金 

社名：House 社名：Security 

生日：55.09.20 生日：41.08.10 

夫人姓名：陳淑禎 夫人姓名：邵明雪 

 

夫人生日：62.04.10 

 

夫人生日：47.01.04 

現職：住商不動產土城明德店負責人 現職：國偟保全(股)公司 副總經理 

職業分類：房屋仲介 職業分類：保全業 

地址：土城市明德路二段 213 號 地址：土城市延吉街 276 號 4 樓 

電話：02-22639661 電話：02-22667280 

結婚日期：12 月 27 日 結婚日期：72 年 03 月 12 日 

介紹人：陳水生 社長 

 

介紹人：陳水生 社長 
 

本週節目 

講師：李明惠 老師 

講題：勞退新舊制~勞資雙方的差異分析 

講師簡介： 

現任-錢 Money 雜誌專業講師、台北縣 

     中和市婦幼關懷協會總幹事 

學經歷： 

※ 冠昱建設財務部副理 

※ 將捷公司財務主管 

※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台北市美倫會

秘書長 

※ 台北市警察局督察室理財規劃專

題講師 

※ 台北縣市/桃園縣市各級中小學及

私立幼稚園所親子理財講座講師 

 

下週節目~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中秋月光晚會 爐邊會暨子女金

榜題名活動 

日期：9 月 15 日(星期三) 

講師：黃建銘 先生  

講題：分享“這是咱的扶輪社”創作 

      心路歷程 

程序：PM 5:30 註冊 聯誼 

      PM 6:00 例會開始 

      PM 7:20 餐敘 卡拉 OK 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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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