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年爐邊會一日遊活動 
撰文者: Jaysjinnet 社友 

    2012 年底北風蕭瑟、細雨紛飛、七度寒冬、濕漉泥濘，然對於這一群熱情、
團結的土城中央扶輪社社員及寶眷們絲毫不減其一同出遊之興致。 
    首次將本社之爐邊會以戶外一日遊之型式舉辦，眾社友及寶眷們非常踴躍參
加，攜家帶眷盛情參與，交流互動、歡樂無比！ 
    三部遊覽車準時的從土城出發，滿載著歡樂的氣氛與同遊的喜悅，很快的車
子自關西交流道下轉而至台三省道，便即見到一處矗立著大型溫度計、日期之顯
示器，貼心的與當地和路過之人打招呼，提醒著過往路人，它融入在地文化，分
享其個人珍貴收藏，這地方便是”真善美博物館”─館長乃本社 前社長陳錫圭
先生。 
    館長親自於門口迎接眾嘉賓，隨後入館導覽其眾多收藏品，舉凡醒世之字
畫、達摩之木雕、檜木之樹瘤、青松之油畫、先祖之遺訓、家傳之遺物、名家之
墨寶、文化保存與生活實踐，砥礪自持與教化流長，無不令參觀者們動容佩服，
著實豐富了我們的心靈。 
    享受了館長社友之款待後，大隊人馬便啟程前往桃源仙谷，車子在蜿蜒的山
路中不斷的繞著，窗外的雨也未曾歇著，帶著我們來到傳說中的仙谷，時正值鬱
金香花季，盛開著五顏六色的鬱金香，無畏風雨、笑容可掬的迎面而來，流水飛
瀑、山林景致，居一隅而小天下，隱山林而大快活之境，午餐由社長當選人 Spring
作東宴請於園內餐廳，在優美的風景陪伴下讓餐點更加的美味了，唯一美中不足
之處就是太濕冷了，低於七度的寒風拂面，夠冷吧! 
    餐後原訂於戶外的拔河比賽因雨取消，車輛有備胎，活動有備案，戶外不可
行便往室內走，旋即來到關西金勇番茄農場，參觀溫室有機栽培的各國進口品種
番茄，黑、白、紅、紫、黃、藍、綠，像是番茄萬國博覽會，園內人潮不斷如逛
市集、採摘之樂如覓至寶、農業休閒相得益彰、企業轉型活絡經濟。 
    晚餐爐主們精心安排在龍潭紅燈籠農家菜，爐邊會正式開鑼，主題是年度感
恩分享，社友們帶著一家大小上台自我介紹，談談今年感恩的人、事、物，讓新
舊社友與寶眷、來賓更瞭解彼此，融入扶輪這個大家庭。 

高歌一曲，開嗓舞動而奔放，樂也！ 
銜杯暢飲，意不在酒而互敬，寓也！ 
宴酣之樂，眾人起坐而喧嘩，歡也！ 

    感謝這次爐邊會的眾爐主們，出錢出力，共襄盛舉，無私奉獻，惠我良多，
這就是我們扶輪精神！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元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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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水生 陳陽春 何仁傑 蔡木春 侯文觀  
          張立群 陳靖庸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六屆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四次爐邊會議暨新春團拜活動日期、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第四次爐邊會議爐主：P.P.Plastics、P.P.Scuba、P.P.Case、 
        P.P.Building、社長當選人 Spring、社長提名人 Chiang Ji、社友 
        Barcode、社友 Designer、社友 LED、社友 Michael、社友 Chef、社友 
        Book，以上 12位。 
決  議：活動日期訂於 2月 23日(星期六)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全國宴會館舉行， 
        本活動合併 2月 21 日(星期四)第 829次例會舉辦。 
第三案：本社 2月 14日(星期四)第 828次例會及 2月 28日(星期四)第 830 次例 
        會適逢國定假期提請休會乙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春季旅遊日期及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春季旅遊日期訂於 3月 23日(星期六)辦理一日遊，地點交由聯誼主委 
        LED統籌安排。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 Mold榮譽社友因腦溢血長期療養，本社是否於歲末年終時前往慰 
        問並準備慰問金 20,000元，另本社之婚喪禮俗是否可免收禮金。 
決  議：照案通過，慰問金由例會紅箱指定特捐。 
第二案：農曆年將至本社是否由社長代表本社向日本姐妹社寫信賀年。 
決  議：照案通過，信件由 LED社友翻譯為日文後寄出。 

 



 
 

  例會事項報告      元月 1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9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9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9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Barcode、CNC、Calvi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earing、Valve、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ir、BM、Chef、Civil、 
HPO、Michael、PVC、Wood、Water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蔡郁芳 小姐          講師 
     黃敏恆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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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2323232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Paul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Spring 社長當選人千金 蔡郁芳 小姐，接下來歡迎今

日蒞臨貴賓：中國天狐國際品牌衍生品有限公司 黃敏恆先生以及與本社社友與寶

眷們。 

   1.本週壽星：P.P.Hoist，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BM 社友與廖金鳳夫人結婚 17 周年紀念、Bags 社友與江婕瑜夫人 

     結婚 32 週年紀念，祝福他們幸福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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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C.P.Yico 2,000 2. P.P.Hardware 1,000 
3. P.P.Case 1,000 4. P.P.Jeff 1,000 
5. P.P.Building 1,000 6. 社長 Paul 3,000 
7. 社長當選人 Spring 3,000 8. 社長提名人 ChiangJi 6,000 
9. 秘書 Green 1,000 10. 社友 Designer 1,000 
11. 社友 Jaysjinnet 1,000 12. 社友 Land 1,000 
13. 社友 LED 1,000 14. 社友 Paper 1,000 
15. 社友 Quba 1,000 16. 社友 Book 1,000 

小計：27,000 元 
承上期：443,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莊國章 總經理  
講題：冷熱敷與疼痛舒緩 
現任：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舒美立得品牌行銷 業務經理  
學經歷： 
※ 逢甲大學材料科學研究所碩士 
※ 力晶半導體(DRAM) 
※ 聯華電子(矽半導體晶圓代工) 
※ 尚達積體電路(砷化鎵半導體) 
※ 銓能碳素(活性碳纖維) 
 

下週節目 
日期：元月 24日(星期四) 
講師：吳長新 老師 
講題：紓壓保健手足按摩 DIY 
 

4.7 分區扶輪知識講座 
日期：元月26日(星期六) 
時間：PM 13:00報到 13:30開會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晚餐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參加人員：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社友(入社三年內)、準社友、 
      有興趣之社友。 
報名截止日：元月17日(星期四) 
※敬請社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社區服務-揮毫贈春聯活動 
日期：元月27日(星期日)上午8:30 
地點：土城五穀先帝廟 
      (土城區和平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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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賀賀賀    

MachineMachineMachineMachine 社友伉儷喜獲千金社友伉儷喜獲千金社友伉儷喜獲千金社友伉儷喜獲千金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明珠入拿明珠入拿明珠入拿明珠入拿    

緣鳳新雛緣鳳新雛緣鳳新雛緣鳳新雛    

輝增彩悅輝增彩悅輝增彩悅輝增彩悅    

弄瓦徵祥弄瓦徵祥弄瓦徵祥弄瓦徵祥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Designer 社友(44.01.20) 

Machine 社友(65.01.22) 

Importer 社友夫人廖云妤小姐 

(60.01.20)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P.P.PVC 與陳美連夫人結婚 39

週年紀念(63..01.19) 

Trading 社友與林杏霞夫人結婚

26 週年紀念(76.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