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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廣彥 現職：大都會衛星車隊廣告部經理 
社名：Media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 60-1 號 
生日：65.10.05 電話：87519158*221 
夫人姓名：吳秋儀 結婚日期：01.03 

 

介紹人：彭國忠社友 職業分類：無線計程車隊 
姓名：方欽瑩 現職：神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組經理 
社名：Jaysjinnet 地址：中和區捷運街 141 號 
生日：56.07.25 電話：29490929 
夫人姓名：鄭雲雲 結婚日期：83.11.13 

 

介紹人：阮建茂 職業分類：光電科技業 

第八案：為宣傳扶輪公共形象第四分區擬於三鶯高灘地興建扶輪塔並邀請七分區 
        各社共同興建，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1.地點：鶯歌外環道三鶯高灘地陶博館藝術中心、文化中心停車場花園 
        2.費用：每社約兩萬元，不足額請社友認捐。 
        3.設計：委由福利旺扶輪社社長 Fancy 負責。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本年度計畫用大都會車隊在永寧站排班車以 5 臺車每月 2000 元計算， 
        持續 6 個月，合計 6 萬元，建議邀請土城山櫻社一起參與，每社經費 3 
        萬元，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本活動是創新的扶輪宣揚方式，本社擬邀請七分區各社一起參加共襄盛 
        舉。 
第十案：往後如有活動除了前社長以外之社友按電話簿排序由執行秘書通知社友 
        到場幫忙，確實無法參加，請本人找社友代替，以達到參與跟互動的目 
        的，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各項活動除應參加人員外，也多鼓勵其他社友參加活動！ 
第十一案：為 2012-2013 年度執行秘書陳相如小姐續任一事，另執行祕書以工作 
        屆滿四年，目前社員人數較多工作量增加，擬調整薪資待遇，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經理事們討論決議酌增加執行祕書目前薪資之 10%(2,500 元)，並鼓勵 
        每月邀稿、投稿總監月報以宣傳本社活動。 
一、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社員若無法參加每週例會時請社友們務必致電(或傳電子信箱)向執 
        行秘書請假，以利各項準備作業進行。 
決  議：照案通過，若三次以上無法出席者請社長特別致電關懷。 
第二案：為鼓勵社友多利用本社網站隨時瞭解本社最新訊息及各項服務相關資訊 
        提案由。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是否增加無線網路設備提供社員使用，另由於音響設備老舊，是否 
        重新修繕音響設備讓開會品質更加提升，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是否推薦提名 2015-2016總監候選人，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不推薦 2015-2016總監提名人選，但支持第四第七分區推出的人選。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12 日 
主席：阮建茂 社長 

紀錄：劉昭利 秘書 

出席理事：阮建茂 劉昭利 廖志孟 顏勝岳 陳水生 陳陽春 何仁傑 游朝安 蔡木春  

          張立群 侯文觀 楊大中 

二、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第十五屆理事審查第十五屆收支決算表。(如附件) 
決  議：由於理事出席人數不足，本議案再另外安排時間討論。 
第二案：來賓日月光淨水(股)公司 洪揚清總經理、德益達科技(股)公司 陳威達 

        總經理、南山人壽 郭壵芳經理、大都會衛星車隊 林廣彥經理、神通節 
        能科技有限公司 方欽瑩總經理、禹力科技(股)公司 張偉欽總裁，六位 
        已參與本社活動連續達4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通過 

        為本社社員，並於 7 月 26 日(星期四)例會時邀請總監蒞臨佩章。  
決  議：照案通過，上列新社友入社案，如社友有持反對意見時請以書面提出異 
        議理由，再送交理事會討論，若 7 月 26 日(星期四)前未接獲書面通知 

        則將視為全體社友無異議通過新社友入社案。 
第三案：本社尹以撤社友由於工作因素必須長期(半年以上)居留於國外，並且已  
        超過兩個月以上無法參加例會，本社擬讓他申請退社。 

決  議：經社長關心瞭解後，Thailand 社友目前無法繼續參加本社因此照案通過。 
第四案：請理事們與爐主討論本社第一次爐邊會暨慶祝父親節活動，請爐主們討 
        論活動的日期與地點，本活動合併當周例會舉行。  

說  明：第一次爐邊會爐主：社長 阮建茂、前社長 邱顯貴、葉萌昌、駱長樺、 
        秘書 劉昭利、社友 鄭智元、葉吉原、鄭其發、周弘章 
決  議：活動日期訂於 8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註冊，六時三十分開會，地點 

        爐主們委由秘書劉昭利負責安排後通知社友們。 
第五案：第七分區聯合職業參觀-製茶體驗一日遊活動日期訂於 7 月 29 日(星期 
        日)舉行，將於當天至三峽的茶園體驗採茶、製茶與品茶的樂趣，活動 

        費用每人 500 元由社內支出，提請理事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第七分區聯合花蓮兩日遊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7~28 日(星期六日)舉行，

本社是否參加並合併秋季旅遊舉行並交通費及餐費由社內支出，住宿費
用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提請理事們追認此議案。 

決  議：照案通過，請社友們於 7 月 20 日(星期五)前報名，並先付訂金 2,000

元，本活動合併當周例會舉行。 
第七案：社區服務-贊助全國育幼院運動會活動日期訂於7月20~21日(星期五六)

舉行，第七分區每社贊助經費三萬元，第四分區每社贊助經費兩萬元，

並配合活動設攤提供小朋友清涼飲料及宣傳扶輪精神，由本社主辦，總
監會蒞臨致詞,建議7月 20日早上 8:30 分到十點之間能動員社友跟寶眷
踴躍到場，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活動合併 7 月 19 日(星期四)第 798次例會舉行，鼓勵社 
        友們踴躍參與。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8 名     
   出席人數:…………3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 83%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rcode、BM、Civil 
、CNC、Land、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Thailand、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hiang Ji、Jeff、Yic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何  方 小姐          本社 
     方欽瑩 先生          本社 
     林廣彥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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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97979797777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Paul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何方小姐；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神通節能科技有

限公司 方欽瑩總經理、大都會計程車有限公司 林廣彥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LED 社友、Trading 夫人林杏霞小姐、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小姐，祝 
     福您們青春永駐、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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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3,000 2. 秘書 Green 1,000 
3. P.P.Manpower 1,000 4. P.P.Case 1,000 
5. P.P.Building 1,000 6.  I.P.P.Valve 1,000 
7. 社長提名人 Spring 1,000 8. 社友 Wine 1,000 
9. 社友 Importer 1,000 10. 社友 Trading 1,000 
11. 社友 LED 1,000 12. 社友 Absorber(7/5) 1,000 
13. 社友 Andy(7/5) 1,000    

小計：13,000 元 
承上期：55,200 元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血血血血        輪輪輪輪        加加加加        入入入入    

※※※※新社友資訊請接續內頁新社友資訊請接續內頁新社友資訊請接續內頁新社友資訊請接續內頁 2222    

姓名：洪揚清 現職：日月光淨水(股)公司總經理 
社名：Ocean 地址：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25 號 
生日：65.06.27 電話：82622121 
夫人姓名：李欣芳 結婚日期：93.01.03 

 

介紹人：江謝瑞社友 職業分類：淨水設備 
姓名：陳威達 現職：德益達科技(股)公司負責人 
社名：HPO 地址：樹林區保安二街 110 號 
生日：40.12.10 電話：26834587-9 
夫人姓名：黃寶蓮 結婚日期：69.10.15 

 

介紹人：鄭其發社友 職業分類：CNC 切削刀具 
姓名：郭垚芳 現職：南山人壽(股)公司經理 
社名：Life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六段 136 號 7-1 樓 
生日：56.09.18 電話：86637890 
夫人姓名：蕭惠敏 結婚日期：01.03 

 

介紹人：饒志敏社友 職業分類：保險業 

本週節目~新社友佩章 
監誓人：3490 地區 D.G.Young 
◎會後請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理事留
步審核、交接第十五屆決算表 

下週節目~父親節慶祝暨爐邊會 
日期：8月4日(星期六) 
地點：全國宴會館(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號) 
時間：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父親節慶祝晚會 
爐主：社長 Paul、P.P.Manpower、
P.P.Thermo、P.P.Jeff、秘書 Green、
社友 Adoah、Civil、CNC、Trading
竭誠邀請您與寶眷帶父母親參加！ 

職業參觀~採茶製茶體驗一日遊 
日期：7月29日(星期日) 
時間：AM 10:00 <皇后鎮森林>集合 
      AM 10:30 抵達熊空休閒農場
地點：1.皇后鎮森林大門口(集合地 
      點)-三峽鎮竹崙里竹崙路95巷 
      1號，請參考傳真通知地圖及路 
      線資訊。 
     2.熊空休閒農場(活動地點)-三 
      峽區竹崙里竹崙路243-2號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I.P.P.Valve 夫人郭淑珍女士

(44.08.01) 

祝福您 生日快樂! 

P.P.Jeff 與劉培珍夫人 

(69.07.26) 

祝福您們結婚 32週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