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九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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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長樺  

          李富湧 阮建茂 蔡清泉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五屆八月份收支報告表，定存金額建議為 50 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將捐贈土城頂埔國小清寒學子營養午餐費用 50,000 元，提請

理事們討論活動日期。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3490 地區舉辦青年領袖獎研習營活動費用及推薦人選，提請 

        理事討論。 

說  明：1.時間：2011 年 11 月 12~13 日(星期六~日)。 

        2.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3.參加對象：18-30 歲青少年(名額約 288 名)。 

        4.費用：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新世代服務計畫”經費，由地 

          區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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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推薦四位優秀青年參加本活動，費用兩萬元交由地區統 

        籌辦理。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今年度是否認捐 EREY 項目，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鼓勵社友認捐年度計劃基金不限金額，不強制規定認捐 EREY

項目。 

 

地區來函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510351035103510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年度總監辦事處年度總監辦事處年度總監辦事處年度總監辦事處    函函函函    
受文者：3460 地區、3470 地區、3480 地區、3490 地區、3500 地區、3520

地區  
速    別：速件 
發文字號：扶總富字第 029 號 
發文日期：2011 年 9 月 9 日 
附    件：1.聯誼活動計劃表及報名表 2.扶輪親家跨地區組織表 
 
主  旨：請踴躍推薦 貴地區單身扶輪社友及社員親戚參加扶輪親家『 

        緣在高雄』新世代聯誼餐會活動。 

說  明： 

一、2011-12 年度扶輪親家活動結合全省七地區各扶輪社擴大辦理，訂 

    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愛之船遊港 

    (高雄市鼓山區蓮華路 23 號)舉行。 

二、請 貴地區推薦：1.單身社友或社員親戚(含未婚、離婚、喪偶)參 

    加 2.年滿 25-40 歲之男女性朋友 

三、隨函檢附活動公告及報名表，詳情請洽  貴地區總監辦事處 

四、活動費用 1,500 元(含活動費及餐費)，報名截止日期：201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報名表及報名費請於 10 月 10 日前郵寄到貴地 

    區主辦社；如使用匯款方式，請將報名表連同匯款收據影本貴地 

    區主辦社，款項由主辦社統一收取後，再匯款至下列帳戶。     

    ※匯款銀行：華南商業銀行  南高雄分行  

    ※匯款戶名：丁凱莉 

    ※匯款帳號：707-208-201-150(匯款時務必填上匯款人姓名)   

副  本: 2012-13 總監當選人、2013-14 總監提名人、地區秘書長、辦公室主任 

3510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總總總總  監監監監    李李李李 富富富富 健健健健  D.G. Jeffrey 

扶扶扶扶 輪輪輪輪 親親親親 家家家家 主主主主 委委委委   丁丁丁丁  凱凱凱凱 莉莉莉莉  I.P.P. Kellee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2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無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E.Foundation、Lan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戴愷萱 小姐          本社 

     黃昆測 先生          本社 

     周良諦 先生          本社 

     戴玉祺 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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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77755556666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戴愷萱小姐、接下來歡迎今日本社蒞臨貴賓：企堡貿易 

   有限公司 黃崑測先生、周良諦先生、戴玉祺小姐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VC、P.P.Jeff、Wood 社友、P.P.Jeff 夫人劉培珍小姐，祝福

您們青春美麗、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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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C.P.Yico 2,000 

3. P.P.PVC 1,000 4. P.P.Ball 2,000 

5. P.P.Case 1,000 6. P.P.Thermo 1,000 

7. P.P.Jeff 2,000 8. 祕書 Accountant 1,600 

9. 社長提名人 Paul 1,000 10. 社友 Paper 1,000 

11. 社友 Spring 1,000 12. 社友 Importer 1,000 

13. 社友 Steve 1,000 14. 社友 Wood 1,000 

小計：19,600 元 

承上期：144,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狄志偉 老師 
講題：媒體操作~如何成功宣傳 
講師簡介： 
現任- TVBS 娛樂中心主任 
學經歷： 
※ 世新大學廣電系 
※ 市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 媒體資歷:13 年 

◎10 月份臨時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講師：劉昭利 社友 

講題：環保節能救地球-磷酸鋰鐵 

※ 10 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頂埔國小清寒學子營

養午餐捐贈活動 

日期：10 月 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00 

地點：土城頂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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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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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呷欲死 

呷欲死！呷欲死！呷呷無欲留地址，敲電話閣找無你…不知你是走叨死！ 

氣呷將欲落嘴齒！ 

拜月下老人 

月老廟內問神明，三柱清香插頭前，搏杯三擺問感情，這擺戀愛敢也成?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AdoahAdoahAdoahAdoah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62.10.08)(62.10.08)(62.10.08)(62.10.08)    

PaulPaulPaulPaul 社長提名人社長提名人社長提名人社長提名人(55.(55.(55.(55.10.12)10.12)10.12)10.12)    

ArchiArchiArchiArchi 社友夫人社友夫人社友夫人社友夫人    

林麗雲小姐林麗雲小姐林麗雲小姐林麗雲小姐(60.10.06)(60.10.06)(60.10.06)(6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