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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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林礽熹 現職：昇科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Tim 地址：土城區亞洲路 32 巷 16 號 

生日：57.05.03 電話：22676798 

夫人姓名：楊韶菁 結婚日期：85.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職業分類：汽車香水製造 

姓名：黃敬恒 

社名：Justin 
現職：中國天狐國際品牌衍生品有限公 
      司駐台代表 

生日：78.05.17 地址：林口區文化路一段 392 號 4-2 樓 

電話：+862165555618 職業分類：貿易 設計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陳世尊 現職：平哲消防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Pin Jer 地址：鶯歌區育英街 43 號 2 樓 

生日：56.01.01 電話：26771516 

夫人姓名：莊秀芬 結婚日期：83.10.01 

 

介紹人：李清崑前社長 職業分類：消防設備 

姓名：陳春諒 現職：佳榮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社名：All Line 地址：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153 號 

生日：51.09.25 電話：88641234 

夫人姓名：呂孟霞 結婚日期：88.09.03 

 

介紹人：江顯貴前社長 
        阮建茂社長 

職業分類：花房禮坊 

2.當日技術獎：老鷹獎、遠距獎、近洞獎、兩桿近洞獎，其他獎項待 21

日總結計算，得獎者不在場由總監辦公室送達至各社。 

3.摸彩：摸彩得獎者不在場視同放棄 

七、報名辦法： 
1.為利「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籌備，懇請 貴社自即日起至2020202013131313年年年年2222月月月月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前，請各社直接連結進入「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線上報名
系統報名。http://dggf0321.rid3490.org.tw/ 報名後，報名費依報名人
數計收，不再退費。 

2.報名費每人＄500 元，報名後概不退款，請於 2020202013131313 年年年年 3333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前匯入 

TEL:03-823-3611 FAX:03-823-3616 E-mail:ri3490.gov1213@gmail.com 

八、洞洞有獎，摸彩品豐富，請踴躍報名參加。 
九、檢附「總監盃高爾夫聯誼賽通知」乙份。 

地  區  總  監：林 慶 明 

地區年會高爾夫委員會主委：蕭毅群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元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元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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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靖庸  
          顏勝岳 游朝安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來賓昇科企業有限公司 林礽熹總經理、上海天狐國際品牌衍生品有限 
        公司 黃敬恒駐台代表、佳榮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陳春諒負責人、平哲 
        消防設備有限公司 陳世尊總經理，以上四位已參加本社例會與活動四 
        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 年 2 月 1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018 號 
主    旨 ： 熱情邀請 貴扶輪社社友、配偶踴躍報名參加本地區

2012-2013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請查照。 

說    明 ：  

一、邀請對象：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社友及配偶（來賓不計成績）。 
二、比賽時間：2013年 3月 20 日～21 日（將依報名人數-組別另行通知）。 
三、比賽地點：花蓮高爾夫球俱樂部（電話:03-822-7528，地址:花蓮市化道路 
              120 號）。 
四、果嶺費：一律 1,700 元（含桿弟費小費及球車費用）。 
五、比賽辦法及獎項 

1.參加獎：帽子、球、飲料劵、礦泉水。 

2.團體獎：以每社取五名最佳成績總桿計算取冠、亞、季軍三名。（於地區
年會時由總監頒獎、不足五名團體成績不計）。 

3.個人獎：取總桿冠軍乙名、其餘採新新貝里亞計算方式，取淨桿冠、亞、
季軍、第肆、伍、陸、柒、捌、玖、拾等名次及逢五、逢十、
跳獎、老鷹獎、遠距獎、近洞獎、二桿近洞獎、bb 獎、精神獎
（總桿冠軍、淨桿冠、亞、季軍，於地區年會時由總監頒獎）。 

4.特別獎：A.總監特別獎（第 23 名），由總監提供。 

B.促進和平獎（第 108 名），由主委提供。 

C.一桿進洞獎 獎金內容：（第二洞總監獎）、（第七洞主委獎）
獎金新台幣$50,000 元各限一位。 

六、「總監盃」之夜 
1.於 3月 20 日、21 日 17：30安排專車接送於永豐海鮮餐廳聚餐聯誼、
頒發當日技術獎及摸彩。(電話:03-851-1000，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原
路一段 271 號) 

 



 
 
 

  例會事項報告      元月 3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9 名     
   出席人數:…………3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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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gs、Barcode、Cavin 
、CNC、Chef、Civil、Media、Water 
、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Trading、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rchi、Auto、Chiang Ji、House、 
Machine、PVC、Wine、Yico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黃敬恒 先生          本社 
     陳春諒 先生          本社   
     謝大鈞 先生          本社 
     謝嘉福 先生          本社 
     黃劦輝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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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262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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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e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中國天狐國際品牌有限公司 黃敬恆先生、佳榮泰

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陳春諒先生、雲平居家生活館 謝大鈞先生、銘峰企業有限公司 
謝嘉福總經理、鼎氏樟芝王 黃劦輝負責人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Manpower、社友 Wine、社友 Bags、社友 Wood 夫人張瓊芳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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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元，由於紅箱累計金額以達本年度編列預算，因此往後例會紅箱不另收

取，但生日與結婚週年歡喜之社友紅箱仍可依個人意願自由認捐！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2,000 2. P.P.Hoist 1,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Manpower 5,000 
5. P.P.Thermo 1,000 6. P.P.Building 1,000 
7. 社長當選人 Spring 1,000 8. 秘書 Green 1,000 
9. 社友 Agent 1,000 10. 社友 Andy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小計：16,000 元 
承上期：495,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洪揚清 Ocean 社友 
講題：無憂無”氯”的生活 
現任：日月光淨水(股)公司總經理 
學經歷： 
※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航運管理學系 
※ 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小區住
宅直飲水系統 規劃 

※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Taiwan)  Territory 
Representative 

※ Lyreco Co.Ltd(Taiwan)  Sales 
Representative 

◎會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適逢農曆春節休會乙次 

 

第四次爐邊會暨新春團拜活動 
日期：2月23日(星期六) PM 6:00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66號) 
爐主：P.P.Plastics、P.P.Scuba、
P.P.Case 、 P.P.Building 、
P.E.Spring、P.N.Chiang Ji、社友
Barcode、Bags、Book、Designer、
Chef、LED、Maichael，竭誠敬邀！ 
 

社區服務-2013 兒童和平日 

日期：2月 23 日 下午 2:23 
地點：土城樂利國小(樂利廣場)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65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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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社長贈送每位社友年節伴手

禮-江記華隆豬肉乾，讓大家 

過好年，落袋仔裝甲滿滿滿！ 

呷豬肉，賺錢賺甲飽飽飽！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Book 社友(46.02.20) 

P.P.Bicycle 夫人蕭陳宴小姐(24.02.19) 

P.P.Building 夫人楊玉盞小姐(43.02.16) 

Machine 社友夫人黎詠詩小姐(62.02.18) 

祝福您們 

P.P.Hardware 與陳英妹夫人 

(58.02.12) 

結婚 44 週年紀念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