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十二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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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志孟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五屆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新北市二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活動日期訂於 12 月 24 日(星期六)，本 

        活動是否合併本社 12 月 22 日(星期四)第 768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 

        事們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將於 12 月 31 日(星期六)舉辦跨年晚會，當日活動是否表揚一 

        社區服務單位(女義警隊、男義警隊或消防大隊)另表揚方式為何，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今年度不舉辦表揚活動，並將此項社區服務經費善加利用於貧 

        困孩童的救助。 

第四案：第七分區聯合舉辦春節揮毫活動日期訂於元月 7 日(星期六)假五穀 

        先帝廟(土城區和平路 11 號)舉行，每社分攤費用七千五百元，另 

        當日活動需兩名社友協助佈置會場，本社是否配合主辦社辦理，提 

        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當日活動請社友們提早抵達會場協助會場佈置及活動進 

        行。 

二、 臨時動議：無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議程】 

一、日  期：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星期六) 

二、地  點：新北市農會(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3 樓) 

三、程序表： 

司儀：板橋南區扶輪社 秘書 陳清祥 Flame 

樹    林扶輪社 秘書 宋克強 Steel 

土    城扶輪社 秘書 曲國棟 Dentist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1:3011:3011:3011:30    報到 新北市農會五樓 

    餐敘 新北市農會五樓 

12:2012:2012:2012:20    入場 新北市農會三樓 

12:3012:3012:3012:30    鳴鐘開會 樹    林扶輪社 社長 謝銘庚 Nicca 

    主辦社致歡迎詞 板橋南區扶輪社 社長 林繼鐘 John 

樹    林扶輪社 社長 謝銘庚 Nicca 

土    城扶輪社 社長 林清河 Press 

12121212:40:40:40:40    聯誼活動 板橋南區扶輪社 聯誼主委 鄭明銓 Bruce 

樹    林扶輪社 聯誼主委 曾正宗 Jack 

土   城扶輪社 聯誼主委 李鐘亮 Winsome 
    介紹貴賓、友社社友 

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

你好嗎?」祝賀生日、結婚週年 

12:5012:5012:5012:50    地區總監致詞 地區總監 蕭慶淋 Andy 

12:5312:5312:5312:53    介紹主講人 板橋南區扶輪社 節目主委 何宗雄 

Leica 

12:5512:5512:5512:55    專題演講 財訊傳媒集團 謝金河 執行長 

講題：歐美債危機：明天過後- 

      台灣的經濟挑戰與出路 

13:4513:4513:4513:45    致贈主講人紀念品 板橋南區扶輪社 社長 林繼鐘 John 

    致贈主講人小社旗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社長 

13:5513:5513:5513:55    秘書報告 板橋南區扶輪社 秘書 陳清祥 Flame 

樹    林扶輪社 秘書 宋克強 Steel 

土    城扶輪社 秘書 曲國棟 Dentist 

13:5813:5813:5813:58    出席報告 土    城扶輪社 出席主委 李國禎 Bio 

14:0014:0014:0014:00    鳴鐘閉會 土    城扶輪社 社長 林清河 Press 

※本活動合併 12 月 22 日(星期四)例會舉行，請社友們準時出席，若邀請來賓及

寶眷或無法出席請事先告知執秘陳小姐以利中午餐盒準備，感謝您!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6 名        

   出席人數:…………2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10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86.9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ll、CNC、C.E.Foundation、 

Manpower、Adoah、Civil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ndy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hiang Ji、PVC、Paper、Plastics、 

Thermo、Yico、Wine、Auto、Wood、 

Wate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富湧 社友          本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邱健源 所長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5 卷第 21 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777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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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 李富湧社友，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三重南區扶 
   輪社 May 社友、大河地政事務所 邱健源所長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Case、I.P.P.Building、Andy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Wood 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婚 5 週年紀念、Aircon 社友與徐文香

夫人結婚 15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長長久久、白頭偕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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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1,000 
3. P.P.Case 1,000 4. P.P.Jeff 1,000 
5. I.P.P.Building 1,000 6. 祕書 Accountant 1,000 
7. 社長提名人 Paul 1,000 8. 社友 Lawyer 2,000 
9. 社友 Steve 2,000    

小計：13,000 元 

承上期：261,800 元 
 

本週節目~常年大會 
第 16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監票人- C.P.Yico             
         唱票人- Spring  
         記票人- Accountant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4. 第十六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下週節目~二四七分區聯合例會 
日期：12 月 24 日(星期六) 

※ 活動流程詳見內頁！ 

 

2011~2012 年度跨年晚會 
日期：12 月 31 日(星期六)  

時間：PM 6:30 註冊聯誼 

      PM 7:00 例會 

      PM 7:30 餐敘、跨年晚會活動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板橋區南門街 61 號 6 樓) 

※請社友與寶眷們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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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愛變步 

收到支票驚不度，爬到高山驚迷路，查某無尪驚大肚，口袋仔無錢行無路… 

若欲賺錢愛變步！ 

阿公店小姐 

天頂上圓兮叫月亮，世界上闊兮叫海洋，桌頂上好呷兮叫牛羊， 

本店上媠兮本姑娘！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P.P.ThermoP.P.ThermoP.P.ThermoP.P.Thermo 與李素招夫人與李素招夫人與李素招夫人與李素招夫人    

(65.1(65.1(65.1(65.12.20)2.20)2.20)2.20)    

Chiang JiChiang JiChiang JiChiang Ji 社友與劉淑伶夫人社友與劉淑伶夫人社友與劉淑伶夫人社友與劉淑伶夫人    

(65.12.18)(65.12.18)(65.12.18)(65.12.18)    

SteveSteveSteveSteve 社友與郭佩玲夫人社友與郭佩玲夫人社友與郭佩玲夫人社友與郭佩玲夫人    

(83.12.20)(83.12.20)(83.12.20)(83.12.20)    

歲末年終 請您出清家中用不到
的物資來做愛心吧！ 

本 社 將 於 100.12.15 、 
101.01.13 捐贈二手義賣物資
(含衣物)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
心，不僅讓您做愛心更做環保，
請您將要提供的物資集中於本
社社館，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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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