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八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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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洲 陳水生 許松祥 江顯皎 彭國忠 李富湧 蔡清

泉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四屆七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將歷屆結餘提撥 70 定存。 
第二案：本社與日本岡山中央扶輪社往來由輔仁大學日文學系 劉慶瑞教授

協助文書往來與溝通令兩社獲益良多，並且劉教授與本社往來互動
良好，本社希望聘請劉教授為名譽社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總監賢伉儷團隊公式訪問日期訂於 8 月 30 日(星期二)與土城山櫻 
        扶輪社共同於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舉行，本活動是否與9月1日(星 
        期四)第 752 次例會合併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與土城山櫻扶輪社共同舉辦社區服務-捐血活動，活動日期訂 
        於 9 月 7 日(星期三)假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舉行，由於近 
        兩年捐血活動反應熱烈參與人數較多，因此本次活動將提供三萬元 
        經費準備 400 份禮品予捐血者，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第七分區聯合例會、第二次爐邊會議、中秋節月光晚會暨子女金榜

題名活動，今年度將由本社主辦，活動日期訂於 9 月 8 日(星期四)
舉行，請理事們討論活動地點，及是否合併當日中午第 753 次例會
舉行。  

決  議：地點訂於土城青青餐廳舉行，活動合併當天中午例會舉行。 
第六案：新北市二四七分區聯合舉辦『環保地球 世界清潔日活動』，活動日

期訂於 9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假三峽河沿岸舉行，費
用每社一萬元整(多退少補)，本活動是否合併 9 月 15 日(星期四)
本社第 754 次中午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社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活動日期訂於 9 月 23~27 日舉辦日本廣島

岡山五日遊，本活動是否合併 9 月 22 日(星期四)本社第 755 次中午
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由於九月份活動繁忙本社於社館召開例會僅有 9 月 29 日一次，因

此九月份理事會議將安排於其他時間召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九月份理事會議日期擇於 9 月 17 日(星期六)清潔日活動後中午餐

敘時召開。 
二、 臨時動議：無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準備及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    
1.「 提醒社員將焦點集中於重大扶輪議題上」;「對較弱且面臨困難之扶輪社給予 
  必要協助」;「激勵扶輪社員參加服務活動」;「親自表彰地區內扶輪社員的傑出 
  貢獻」。 
2. 了解各社社務並協助加強各社社務之運作。 
3. 加深與社友，尤其是社長、秘書個人間之接觸與密切之聯繫。 
4. 與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洽談有關扶輪各項問題，並予以指導及協助。 
5. 協助及指導各委員會及各職員推動有關之運作及活動。 
6. 在例會向全體社員做有意義及感性的演講並勉勵其實踐扶輪理念。 
二二二二、、、、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    
1. 詳填「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Planningfor Effective Rotary Clubs)」，並 
  儘速於7 月1 日前寄給總監。 
2. 檢討「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 見社長手冊 ) 之各項工作是否確實辦理。 
3. 製作「已填充及未填充之職業分類表」準備與總監檢討。 
4. 公式訪問兩星期前召開「社務會議」，並列出於總監訪問時，與總監面談檢討 
   及應詢教之事項，在舉行此項社務會議以前，宜由各大小委員會主委召開委員 
   會會議，先檢討工作計畫及準備與總監面談之事項，並於「社務會議」中提出 
   檢討。 
5. 告知全體社友總監公式訪問之訊息。 
(1) 於例會中數次宣佈總監公式訪問日期，並促全體社友參加。 
(2) 於社刊連續刊登總監公式訪問訊息，並促全體社友參加。 
6. 對於應參加「社長、秘書面談」人員（包括社長當選人），應告知其會晤時間 
   及地點，並提醒其準時出席。 
7. 對於參加「社務會議」人員( 包括社長、社長當選人等各職員、各理事、各委 
   員會主委及若干新社友) ，告知其「社務行政會議」時日及地點，除提醒其準 
   時出席外，並強調出席「社務行政會議」為其義務。 
8. 如總監夫人陪同訪問時，應另準備妥善接待，例如由社長夫人、秘書夫人陪同 
   接待聯誼。 
9.「 社長、秘書面談」及「 社務行政會議」之場所，應預先選擇安排最適當之會 
   議室。 
10. 於舉行會議前一日，再度以電話個別聯絡每位職員、理事、委員會主委。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1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33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90.9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E.Foundation、CNC、Land、 

Manpow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M、Paul、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Banker、Jeff、Yico、Andy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蔡政道 社友          本社 
     林昭榮 先生          本社 
     楊立堅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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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4747474999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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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本社 Quba 社友，他今天將為我們帶來精采的職業分享， 

   接下來歡迎蒞臨本社來賓：隆生冷氣工程行 林昭榮先生、印象公關有限公司  

   楊立堅 先生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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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3,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P.P.Ball 1,000 
3. P.P.Case 1,000 4. 祕書 Accountant 1,000 
5. 社長提名人 Paul 1,000 6. 社友 Chiang Ji 1,000 
7. 社友 Paper 1,000 8. 社友 Spring 1,000 
9. 社友 Importer 1,000 10. 社友 Quba 2,000 

小計：13,000 元 

承上期：87,6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漢滬 老師 
講題：交通萬事達 
講師簡介： 
現任-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
所主任講師 

學經歷： 
※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講師 

下週節目 

日期：8 月 25 日(星期四) 

講師：呂桔誠 部長 

講題：未定(財經相關議題) 

社區服務~義診活動 

日期：8 月 21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00~12:00 

地點：土城學士、中正里活動中心 

      (土城區裕民路 193之ㄧ號) 

活動項目：幼兒發展檢測、急/慢性疾

病疼痛治療及保健衛教宣導 

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8 月 30 日(星期二) 

行程：AM 8:30~9:00歡迎總監蒞臨 

      AM 9:00~9:30 社長、祕書會晤 

      AM 9:30~10:10 五大主委會晤 

例會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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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泉溪水 

龍泉溪水流未停，想帶心愛兮心就戁，別人是橙雙又成對， 

阮是孤單吐大悸！ 

蝴蝶雙雙 

春天百花開滿山，相招看花未孤單，蝴蝶雙雙飛過山，你甘也之阮心肝? 

感謝您~ 

  P.P.Case 提供美味健康有機栽

培蔬菜，您辛勤勞動流下的汗水培

育出甜美健康的蔬果，無私分享的

奉獻精神我們滿心歡喜的收下

了！願健康與快樂永遠與您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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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