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常年大會投票結果 
社員人數：46 人     投票人數：32 人 

姓名 社名 票數 姓名 社名 票數 

黃崑測 Absorber 0 彭國忠 Importer 4 
張茂蓮 Accountant 4 駱長樺 Jeff 0 
鄭智元 Adoah 0 李富湧 Lawyer 2 
林昭榮 Aircon 2 孟醒宇 Land 1 
林建宏 Andy 0 劉昭利 LED 31 
陳文吉 Archi 0 邱顯貴 Manpower 0 
江謝瑞 Auto 0 游朝安 Michael 27 
李清崑 Ball 2 陳靖庸 Paper 26 
廖志孟 Banker 29 阮建茂 Paul 30 
顏勝岳 Bearing 28 蔡清泉 Plastics 0 
蕭高旭 Bicycle 1 林英機 PVC 2 
陳啟洲 Blower 0 蔡政道 Quba 4 
王憶華 BM 0 莊文聰 Scuba 0 
陳水生 Building 27 吳聰海 Service 0 
許松祥 Case 1 蔡木春 Spring 30 
吳茂雄 C.E.Fundation 0 張立群 Steve 26 
江顯皎 Chiang Ji 1 葉萌昌 Thermo 1 
葉吉原 Civil 2 周弘章 Trading 0 
鄭其發 CNC 0 楊大中 Valve 29 
陳陽春 Designer 28 廖福雄 Water 0 
何仁傑 Hardware 28 侯文觀 Wine 26 
陳錫圭 Hoist 0 林俊豪 Wood 1 
饒志敏 House 3 秦嘉鴻 Yico 2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日期：:12 月 15 日(星期四) PM 3:00 
地點:本社五樓會議室 
主席:社長當選人 阮建茂 
紀錄:理事當選人 游朝安 
出席理事當選人: 廖志孟 顏勝岳 陳水生 劉昭利 陳陽春 何仁傑 游朝安  
                阮建茂 張立群 楊大中，共計十位，達法定人數開會。 
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推選二○一二~二○一三年度(第十六屆)社長當選人。 
決  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由阮建茂榮任社長當選人暨第十六屆理事長 
第二案：請推選二○一二~二○一三年度(第十六屆)秘書、會計人選。 
決  議：聘請劉昭利社友及廖志孟社友為當然理事,並分別擔任秘書、會計一職。 
第三案：請推選二○一二~二○一三年度(第十六屆)社長提名人。 
決  議：全體理事推選蔡木春社友為二○一一~二○一二年度(第十六屆)社長提名 
        人。 
第四案：請推選二○一一~二○一二年度(第十五屆)五大服務計劃主委。 
決  議：聘請侯文觀社友擔任社員委員會主委、游朝安社友擔任服務計劃委員會 
        主委、陳靖庸社友擔任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何仁傑前社長擔任公共形 
        象委員會主委、蔡木春社友擔任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編列二○一二~二○一三年度(第十六屆)年度五大服務項目及預算 
        時，請理事們積極參與提出計畫。(提案人：社長當選人 阮建茂) 
決  議：照案通過，請理事們先參考二○一一~二○一二年度工作計畫書各項服務 
       後再安排開會討論。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100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1048 號 

附    件 ： 活動公告、報名表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各乙份 

主    旨 ： 請踴躍薦報單身扶輪社友或社員親友參加跨地區『愛在台北

扶輪家庭未婚單身聯誼活動。 

說    明 ：  

一、為擴大服務全台灣七個地區扶輪家庭生活交友圈，並提供未婚男女建立

友誼之機會，特舉辦2011-2012年度「扶輪家庭未婚單身」聯誼活動。 

二、主辦單位：國際扶輪3520地區 

    承辦單位：台北高峰扶輪社 

協辦單位：國際扶輪3460、3470、3480、3490、3500、3510地區 

三、活動日期：101年2月18日(星期六)10:00~17:30 

活動地點：八里大唐溫泉會館（249新北市八里區下罟子1之6號） 

四、報名資格：年齡25歲以上，單身男、女性社友或社員親友(含未婚、離 

              婚、喪偶)  

五、報名費：2,000元(含活動費及餐費)， 

六、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額滿為止（150人為限，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 

七、檢附活動公告及報名表，詳情請洽地區總監辦事處承辦執秘 Angel 

 

地 區 總 監 : 蕭慶淋 

2011-2012 年度地區寶眷委員會主委 ： 劉雲玉 
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 

時間 節目內容 地點 

09：30-10：00 報到 大唐溫泉會館大廳 

 10：00-10：30 活動開場 大唐溫泉會館大廳 

 10：30-11：30 專題講座 大唐溫泉會館大廳 

 11：30-12：00 天下第一關/聯誼活動 大唐街 

 12：00-13：30 用餐時間 大唐餐廳 

 13：30-16：30 聯誼闖關 大唐泡湯區 

 16：30-17：00 成果發表 大唐泡湯區 

 17：00-17：20 拍照留念 報到廳 

 17：20-17：50 返程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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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數:…………3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 席 率:…………89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Jeff、Manpower、Archi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E.Foundation、Chiang Ji、 

Hoist、LED、Service、Wine、 

Yico、Adoah 

Wate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邱健源 所長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5 卷第 22 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4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7776666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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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貴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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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2. 本週結婚週年：P.P.Thermo與李素招夫人結婚 35週年紀念、Chiang Ji 社友與

劉淑伶夫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Steve 社友與郭佩玲夫人結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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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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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3,000 
3. P.P.Thermo 1,000 4. 祕書 Accountant 1,000 
5. 社長當選人 Paul 2,000 6. 社友 Andy 1,000 
7. 社友 Steve 1,000    

小計：12,000 元 

承上期：286,800 元 
 
 
 
 
 
 
 
 

2012-2013 年度理事當選人名單 
姓名 社名 姓名 社名 姓名 社名 

廖志孟 Banker 劉昭利 LED 蔡木春 Spring 

顏勝岳 Bearing 游朝安 Michael 張立群 Steve 

陳水生 Building 陳靖庸 Paper 楊大中 Valve 

陳陽春 Designer 阮建茂 Paul 侯文觀 Wine 

何仁傑 Hardware     

候補理事 彭國忠 Importer、蔡政道 Quba 

 

本週節目~二四七分區聯合例會 
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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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財信傳媒、財金文化董事長 
學經歷：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 
※ 財訊文化事業執行長 

下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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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新春揮毫贈春聯 
日期：元月 7 日(星期六)AM8:00 

地點：土城五穀先帝廟 

     (土城區和平路 11 號) 

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P.P.HardWare(31.12.25)P.P.HardWare(31.12.25)P.P.HardWare(31.12.25)P.P.HardWare(3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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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LEDLEDLED 社友與社友與社友與社友與張榮慧張榮慧張榮慧張榮慧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80.12.2580.12.2580.12.2580.12.25))))    

HouseHouseHouseHouse 社友與社友與社友與社友與陳淑禎陳淑禎陳淑禎陳淑禎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2.2(12.2(12.2(12.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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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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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將要提供捐贈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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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建茂 社友                   蔡木春 社友 

            榮任 2012~2013 年度            榮任 2013~2014 年度 

              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賀賀賀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