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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尹以撤 現職：威信國際人力公司副總 

社名：Thailand 地址：新店區安祥路 106 巷 29 號 3 樓 

生日：61.07.26 電話：0939610988 

夫人姓名：陳姿伶 結婚日期：88.05.26 

 

介紹人：邱顯貴 職業分類：人力仲介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二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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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志孟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五屆元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3490 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日期定於 4 月 21、22 日(星期六、日)假宜蘭 

        運動公園舉行，本社是否全社報名註冊參加，基本及註冊費用由社費全 

        額支出，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地區年會須繳交費用： 

(1)基本費：依各扶輪社 2011 年 12 月 31 日社員人數，每人應繳基本費 NT600 元。 

(2)註冊費： 

名稱 報名費/每人  百分百報名費/每人 

社友 NT$2,400 NT$2160 

寶(尊)眷 NT$2,000 NT$1800 

其他地區社友 NT$2,000  

※各社報名年會人數各社報名年會人數各社報名年會人數各社報名年會人數((((含寶含寶含寶含寶、、、、尊眷尊眷尊眷尊眷),),),),只要超過各社人數即算是百分百報名只要超過各社人數即算是百分百報名只要超過各社人數即算是百分百報名只要超過各社人數即算是百分百報名。。。。 

決  議：以百分百出席為目標鼓勵社友與寶眷們躍報名參加，並統計住宿人數， 

        接駁由 Paul 社長當選人負責安排。 

第三案：來賓威信國際公司 尹保羅副總已參與本社活動連續達 4 次以上,並提出 

        申請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創社社長 秦嘉鴻(C.P.Yico)將提名 2014-2015 年度 3490 地區總監 

        提名候選人，提請理事們決議是否參與提名。 

決  議：照案通過，本社將全力支持 C.P.參與 2014-2015 年度 3490 地區總監提 

        名。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由於本社近兩年新社友人數增加較多，目前社員人數 47 人並且平均年 

        齡由 56歲降低至 50歲，為將來擔任社長之人選能順利接任社長之職 

        務，希望明文擬訂社長於任內之職責及職務內容，以利社務運作，呈請 

        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理事們與社長當選人及未來五屆將接任社長職務之社友們 

        共同討論後擬出草案於社務行政會議中提出議案讓全體社員討論並通 

        過。 

第二案：希望本社參與各項社區服務或扶輪活動人員能在活動後，向社員們分享 

        並檢討活動內容，讓有意義的活動能長久持續愈做愈好，同時也避免失 

        誤部分重蹈覆轍，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新莊中央社授證 14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2 月 26 日(星期日) PM 5:30 

地點：珍豪大飯店 3 樓國際宴會廳(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3 樓) 

參加人員：社長 Valve、秘書 Accountant、P.P.Blower 

板橋南區社授證 24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3 月 3 日(星期六) PM 5:30 

地點：吉利餐廳中和店(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293 號 10 樓) 

參加人員：社長 Valve、秘書 Accountant、P.P.Hardware、P.P.Case、社友 CNC 

※參加人員屆時請準時出席 



 

 

  

 例會事項報告         2 月 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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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 席 率:………… 89%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E.Foundation、CNC、Adoah、 

Civil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anpower、Trading、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Bicycle、House、Green、Designer 

Water、Air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東俊賢 會長           本社   

     邱千泰 經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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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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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圭前社長；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立華

電子(股)公司 東俊賢會長、財順集團 邱千泰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無 
   2.本週結婚週年：P.P.Hardware 與陳英妹夫人結婚 43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 
     老、永浴愛河！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Chiang Ji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31,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C.P.Yico 2,000 
3. P.P.Hoist 3,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Ball 1,000 6. P.P.Case 1,000 
7. P.P.Thermo 1,000 8. P.P.Jeff 2,000 
9. I.P.P.Building 1,000 10. 祕書 Accountant 1,000 
11. 社長當選人 Paul 2,000 12. 社友 Land 2,000 
13. 社友 Paper 1,000 14. 社友 Chiang Ji 3,000 
15. 社友 Spring 1,000 16. 社友 Importer 1,000 
17. 社友 Service 1,000 18. 社友 Micheal 1,000 
19. 社友 LED 1,000 20. 社友 Archi 1,000 
21. 社友 Bearing 1,000    

小計：31,000 元 

承上期：366,800 元 
 

本週節目~社務行政會議 
講師：楊大中 社長 
講題：社務行政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2 月 23 日(星期四) 
講師：林俊良 老師 
講題：人脈就是錢脈 
 

二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賽 
日期：2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AM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費用：報名費 500/人、擊球費 3000/人 

報名截止日：2 月 15 日 

◎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 

社內活動~Designer 父親公祭 
日期：2 月 24 日(星期五) AM 7:50 

地點：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恩廳 

     (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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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從南京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 
台語：對台灣尾到台灣頭，買貨兮沒比賣貨兮卡敖！ 
比大匝拇 
人好、心好、能力好，身體健康人緣好，若有用過攏講好， 
查某人攏比大匝拇！ 

BM 社友與廖金鳳夫人 

(85.02.16) 

祝福您們結婚 16 周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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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Bicycle 夫人蕭陳宴小姐

(43.02.16) 

I.P.P.Building 夫人楊玉盞小姐 

(43.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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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