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四四四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委員會組織表委員會組織表委員會組織表委員會組織表    

理  事  會: 陳水生、蔡木春、何仁傑、楊大中、許松祥、陳啟洲、邱顯貴、

蕭高旭、鄭其發、李富湧、葉萌昌、阮建茂、駱長樺 

社長:陳水生                          祕書:蔡木春 

會計:何仁傑                          糾察:李富湧 

社長提名人:楊大中                    社長代理人:駱長樺 

顧問理事:葉萌昌                      顧問主委:葉萌昌 

社員委員會:楊大中               

1. 職業分類委員會:陳靖庸            2. 社員委員會:楊大中 
3. 社員發展委員會:蔡清泉            4. 扶輪知識:何仁傑 
服務計劃委員會:許松祥            

1. 社區發展委員會:陳錫圭            2. 社區服務委員會:許松祥 
3. 環境保護委員會:李清崑            4. 人類發展委員會:邱顯貴 

5. 國際服務委員會:葉萌昌            6. 服務夥伴委員會:吳茂雄 

7. 扶輪義工委員會:何仁傑            8. 職業服務委員會:阮建茂 

9.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莊文聰       10. 青少年委員會:王憶華 

扶輪基金委員會:陳啟洲            

1. 前受獎人委員會:侯文觀            2. 年度捐獻委員會:秦嘉鴻 
3. 獎助金計劃委員會:林英機          4.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陳錫圭 

5. 永久基金委員會:陳靖庸            6.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委員會:吳茂雄7. 

獎學金計畫委員會:孟醒宇                               
公共關係委員會:蕭高旭             

1. 公共關係委員會:蕭高旭            2. 扶輪家庭寶眷委員會:秦嘉鴻 

3. 扶輪之友委員會:李清崑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鄭其發       

1. 出席委員會:江顯皎                2. 社刊委員會:蔡清泉 

3. 社務服務委員會:鄭其發            4. 聯誼活動委員會:阮建茂 

5. 雜誌委員會:陳錫圭                6. 節目委員會:張茂蓮 

7. 糾察委員會:李富湧                8. 顧問委員會:葉萌昌 

9. 高爾夫球委員會:蔡清泉  
板橋輪社第板橋輪社第板橋輪社第板橋輪社第 44444444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日期：7 月 1 日(星期四) PM 5:30 
地點：吉利餐廳板橋店(板橋市文化路一段 280 號) 

應出席人員：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P.P.Manpower、P.P.Case、I.P.P.Jeff 
板橋中板橋中板橋中板橋中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7 月 1 日(星期四) PM 5:30 
地點：天皇御園婚宴會館(板橋市區運路 32 號 B1) 

應出席人員：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P.P.Manpower、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 
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第第第第 26262626、、、、27272727 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7 月 4 日(星期日) PM 5:30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板橋市南門街 61 號 6 樓) 

應出席人員：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P.P.Manpower、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 

板橋東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東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東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東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7 月 4 日(星期日) PM 5:30 

地點：天皇御園婚宴會館(板橋市區運路 32 號 B1) 
應出席人員：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P.P.Manpower、P.P.Case、P.P.Blower 

板橋西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西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西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板橋西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7 月 5 日(星期一) PM 5:30 

地點：板橋吉利餐廳(板橋市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 
應出席人員：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P.P.Manpower、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 

土城山櫻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土城山櫻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土城山櫻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土城山櫻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7 月 6 日(星期二) PM 5:30 

地點：土城青青餐廳(土城市中央路三段 6 號 3 樓) 
應出席人員：社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社長提名人 Valve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屆第二次理事當選人會議議案 99 年 4 月 8日 
一．討論議案： 
第一案：請討論 2010-2011 年度五大主委及各項主委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請討論 2010-2011 年度預算表。 
決  議：照案通過，另行政助理陳小姐任職已屆滿兩年，因此理事們決議加 
        薪 2,000/月，此項金額增加編列入預算中。 
第三案：請討論 2010-2011 年度五大服務工作計劃。 
決  議：照案通過。 

 



 

 
 

  例會事項報告      6 月 1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27 名        

   出席人數:…………2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 席 率:…………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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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無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廖志孟 經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1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出刊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啟啟啟啟啟啟啟啟        

  本社於 6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 30 分假土城海霸王餐廳舉行土城中央扶

輪社 13 屆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承蒙貴賓及社友們寵賜花籃及

禮金,倍增本社無限光彩,隆情厚意,無任銘感,謹申謝忱。 

    
賀電賀電賀電賀電----    
板橋中區扶輪社、三重東區扶輪社、三重千禧扶輪社、五股扶輪社、五工扶輪
社 
禮金禮金禮金禮金----    
3490 地區總監 李進賢 貳仟元、3490 地區總監當選人 賴政時 壹仟元、3490
第區秘書長 盧政治 壹仟元、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邱添木 壹千元、第七分區助
理總監 楊天賞 貳仟元、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李正吉 壹千元、褓母 廖聰義 貳
仟元、前總監郭道明 壹仟元、前總監 柯玟伶 壹仟元、前總監林榮吉 壹仟元、
前總監劉祥呈 壹仟元、前總監 張信 壹仟元、前總監 姚啟甲 壹仟元、第四分
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曾菊英 壹仟元、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當選人 吳美秀 壹仟
元、土城中央扶輪社前社友 陳政盛 貳仟元、王清文先生 壹仟元、土城扶輪社 
壹萬元、三峽扶輪社 壹萬元、土城山樱扶輪社 壹萬元、板橋扶輪社 伍千元、
板橋北區扶輪社 伍千元、板橋東區扶輪社 伍千元、板橋南區扶輪社 伍千元、
板橋西區扶輪社 伍千元、板橋中區扶輪社 伍千元、樹林扶輪社 伍千元、鶯歌
扶輪社 伍仟元、樹林芳園扶輪社 伍仟元、大漢溪扶輪社 伍仟元、福利旺扶輪
社 伍千元、三重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東區扶輪社 參仟元、蘆洲扶輪社 參仟
元、三重北區扶輪社 參仟元、蘆洲湧蓮扶輪社 参千元、新莊扶輪社 參仟元、
新泰扶輪社 參仟元、新莊東區扶輪社 參仟元、新莊中央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
中央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南區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南欣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
南區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千禧扶輪社 參仟元、三重泰安扶輪社 参千元、五股
扶輪社 参千元、五工扶輪社 參仟元、五股金鐘扶輪社 叁仟元、百合扶輪社 參
仟元、頭前扶輪社 参仟元 
高架花籃高架花籃高架花籃高架花籃、、、、盆花盆花盆花盆花、、、、----    
輔導主委 陳瑞成 盆花乙盆、土城工業區廠商服務中心 游國泰主任 高架花籃
乙對、台北縣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鄭玉龍 總幹事李德娟暨全體理監事 
盆花乙盆、菲力工業(股)公司 簡正雄 董事長 高架花籃乙對、卡勒金屬有限公
司 楊秋月 董事長 高架花籃乙對、頂埔國小 張以桓校長 吳上鳳家長會長 高
架花籃乙對、德霖技術學院 洪久賢校長 謝金朝顧問 高架花籃乙對、誼兄弟林
殿銘 林友信 高架花籃乙對、森聯國際(股)公司 高架花籃乙對、寶座建設(股)
公司 高架花籃乙對、建泰建築師事務所 吳文輝 高架花籃乙對、憲光跆拳道館 
蔡輝璞館長 高架花籃乙對、華裕精機(股)公司 吳銘裕 董事長 高架花籃乙
對、仲成大飯店 劉長秦總經理 高架花籃乙對、誼兄弟蔡俊介 高架花籃乙對、
誼兄弟 劉茂家 高架花籃乙對、誼兄弟 黃則源 劉茂家 高架花籃乙對、誼兄弟 
周麗環 蕭清輝 高架花籃乙對 

本週節目~第一次社務行政會議 
陳水生社長報告 2009-2010 年度 

社內各項服務計劃 
 

下週節目 
日期：7月 8 日(星期四) 
講師、講題：未定 

※ 召開七月份理事會議※ 
(請十二屆理事出席審核六月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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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Blower 夫人 
錡玉色小姐(47.07.05) 

祝福您生日快樂 

Mold 社友與張幼玉夫人 

祝福您結婚 19 週年快樂 

訃告 

本社前社長 林英機之父，慟於 99 年

6 月 14 日辭世，將擇於 7 月 3 日(星

期六)下午三時假台北縣立板橋殯儀

館崇仁廳(板橋市中正路 560 號)舉行

公祭，敬請各位社友撥冗參加。 

第第第第 689689689689 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Jeff 社長鳴

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Lawyer 聯誼主委主持 
※ 首先,歡迎本週來賓：請社友們用熱情

的歌聲及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駱長樺
社長與今日蒞臨貴賓：永豐銀行海山
分行 廖志孟經理以及社友與寶眷們。 

※ 本週壽星:CNC 社友，Lawyer 社友與
Paul 社友夫人林玫君小姐祝福他們
生日快樂!! 

※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P.P.Case 秘書主持,報告

社內重要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