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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文吉 現職：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社名：Archi 地址：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01 號 5 樓之 1 
生日：56.09.10 電話：29533763 
夫人姓名：林麗雲 介紹人：三峽社林國財副社長 

 

職業分類：建築業  
姓名：林建宏 現職：昭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Andy 地址：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5 號 1 樓 
生日：66.12.13 電話：22508150 
夫人姓名：廖淑惠 結婚日期：93.03.06 

 

介紹人：阮建茂 職業分類：汽車零件進出口業 
姓名：江謝瑞 現職：薪宇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Auto 地址：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27 號 1 樓 
生日：65.10.14 電話：22633975 
夫人姓名：葉淑嫈 結婚日期：97.12.07 

 

介紹人：阮建茂 職業分類：汽車零件經銷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7 日 
主席：楊大中 社長 
紀錄：張茂蓮 秘書 
出席理事：楊大中 張茂蓮 廖志孟 陳啟洲 陳水生 許松祥 江顯皎 彭國忠  
          李富湧 蔡清泉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因目前社員人數增加較多，為使社員有更舒適的開會環境，本社辦 
       公室已稍做變動，將辦公桌移至交誼廳以增設開會桌，並於頂樓設 
       立吸菸室及加裝兩台窗型冷氣機，辦公室變更費用將由本屆社費全 
       額負擔，提請理事們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社館整修費用約為五萬元由本屆社費支出。 
第二案：本社因新增社員較多，經費亦較為寬裕，擬將原本會場租金一萬元

調整至一萬五千元，以補貼房東免費提供之水電費用。 
決  議：理事會授權請社長與房東 C.P.Yico 協調調整增加租金金額，並將

結果與理事及社友們報告。 
 第三案：來賓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陳文吉設計師、薪宇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江謝瑞總經理、昭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宏總經理，三位已參與
本社活動連續達 4 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通過為
本社社員，並於 7 月 21 日(星期四)例會時佩章。 

決  議：照案通過，上列新社友入社案，如社友有持反對意見時請以書面提
出異議理由，再送交理事會討論，若 7 月 28 日(星期四)前未接獲書
面通知則將視為全體社友無異議通過新社友入社案。 

第四案：本社與日本岡山中央扶輪社已友好往來四年，如徵得對方同意後，
將運作於今年度與其締結成為姐妹社，增進交流與往來，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請 P.P.Thermo 與日方書面溝通確認建交意願，若雙方皆同意則協
商於參加岡山中央扶輪社 25週年慶典時完成締結姐妹社合約。 

第五案：請理事們與爐主討論本社第一次爐邊會暨慶祝父親節活動，本活動
日期訂於 8 月 6 日(星期六)。 

說  明：第一次爐邊會爐主：楊大中 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本活動合併 8 月 4 日(星期四)第 748 次例會舉行，活動

地點及時間由爐主確定後再行通知。 
第六案：3490 地區成立地區辦公室基金每社每人費用 500 元，YEP 費用每位

社友 200 元，GSE費用每位社友 100 元，RYLA 活動每社 20,000 元，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社秋季旅遊日期訂於 9 月 22~26 日至日本京都、岡山五日遊，期

間並受邀參加日本岡山中央扶輪社授證 25週年紀念慶典，提請理事
們討論本次活動及每位社友補助費用。 

決  議：本次活動旅費補助由秋季旅遊編列預算十萬元平均分攤予參加之社
友，並鼓勵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參加；另參加岡山中央授證慶典之
I.O.U.由國際服務費編列之預算支出，預計每位社友為一萬元日
幣，寶眷為五千元日幣，並請聯誼主委事先聯絡告知岡山中央扶輪
社本社出席人數及費用。 

第八案：2011-2012年度執行秘書陳相如小姐續任，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四屆收支決算表審查會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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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仁傑 駱長樺 李富湧  
          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理事們審查第十四屆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 
決  議：本屆結餘 236,861指定用於社區服務、職業服務及國際服務等用途 
        併入歷屆結餘，並將歷屆結餘 760,534 移交給第十五屆。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7 名        

   出席人數:…………29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1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89.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Manpower、Security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Paper、Paul、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Lan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文吉 先生          本社 

     林俊豪 經理          本社   

     江謝瑞 總經理        本社 

     廖福雄 經理          本社 

     葉吉原 設計師        本社 

     顏勝岳 先生          本社 

     林建宏 總經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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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蒞臨本社來賓：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陳文吉建築師、薪宇汽車材料有限 

   公司 江謝瑞總經理、叡築營造廠有限公司 林俊豪經理、廖福雄經理、汽車材料商 

   業同業公會 顏勝岳 先生、駿騰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葉吉原 總經理、昭日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宏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Steve 社友、Trading 社友夫人林杏霞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新台幣$19,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4,000 2. C.P.Yico 4,000 
3. P.P.Case 1,000 4. P.P.Jeff 2,000 
5. 祕書 Accountant 1,000 6. Paul 社長提名人 1,000 
7. 社友 Spring 1,000 8. 社友 LED 2,000 
9. 社友 Trading 1,000 10. 社友 Steve 2,000 

小計：19,000 元 

承上期：42,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江映瑤 老師 
講題：真心才能永遠-幸福從心開始 
講師簡介： 
現任-自由作家 
學經歷： 
※ 中國男人雜誌企劃總監 
※ 卡拉揚音響公司副總經理 
※ 江映瑤出版社發行人 
※ 正聲電台、台北電台藝文節目製作 
主持中國時報系時周多媒體公司
副總經理 

※ Playboy雜誌國際中文版總編輯 

下週節目 

日期：7月28日(星期四) 
講師：莊聰正 老師 
講題：心話朵朵開~談說話藝術 

 

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    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    ────    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    

台灣政客 

台灣政客敖講話：選民愛聽白賊話，搬弄是非入國會， 

唉…   國家無衰嗎狼狽！ 

騎腳踏車 

出門雙腳踏雙輪 穿鄉越鎮過山崙 夜觀明月日看雲 舒筋透骨真均勻 

 

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們們們們~~~~    

Wine 社友夫人 

汪如男小姐 

(49.07.23)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P.P.Jeff 與劉培珍夫人 

(69.07.26) 

結婚結婚結婚結婚 31313131 週年紀念日快樂週年紀念日快樂週年紀念日快樂週年紀念日快樂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