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四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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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靖庸 蔡木春  

          張立群 侯文觀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六屆三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五次爐邊會議暨母親節女賓夕活動日期訂於5月4日(星期六)(合

併下週例會)與地點及母親節禮品，提請理事們與爐主討論。 

說  明：第五次爐邊會議爐主：前社長 陳錫圭、何仁傑、林英機、李清崑、社 

        友 張茂蓮、顏勝岳、陳靖庸、廖福雄、林礽熹、黃敬恆、陳世尊、 

        陳春諒 

決  議：活動及合併例會日期照案通過，母親節禮品選用實用旅行吹風機贈送給 

        社友寶眷。 

第三案：本社 Calven 社友因工作繁忙無法繼續參加本社，申請退社，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社館新增影音設備及工資共計花費 82,000 元，另卡拉 OK 點播機壞 

        掉更新預計花費 20,000 元，本項費用支出提請理事們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第十六屆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職員交接典禮活動日期訂於 6 月 26 

       日(星期三)假土城海霸王後棟香樺廳舉行，活動內容及節目各項安排提 

       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活動內容由社長與秘書、聯誼主委討論後再向大家報告。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授證交接禮品除頒發表揚感謝獎狀外另頒贈具實用價值的血糖機或 

        血壓機作為本年度禮品項目，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會議室目前座位已不敷使用，應購買足夠之桌椅設備，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時社友佩帶是否可添購每位前社長任職年度的佩帶，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是否製作新的扶輪活動背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0202020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5 月 3日(星期五) PM 5:30註冊 

地點：板橋典華(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22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P.P.PVC、社友 Andy、Ocean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8181818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5 月 5 日(星期日) PM 5:30註冊 

地點：辰上名品飯店(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11 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秘書 Green、P.P.Plastics、社友 Adoah、Civil、 

            Trading 

◎屆時請準時出席◎ 



 
 
 
  例會事項報告      4 月 2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1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2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5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Archi、 Bags、 
Cavin、Pin Jer、All Line、Sam、 
Pag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achine、Winner、Justin、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arcode、Bearing、BM、Chef、Civil 
CNC、HPO、Manpower、Michael、 
Trading、Water、Whole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D.G.Y.H.           講師 
     盧淑芬 小姐          本社 
     阮建凱 先生          本社 
     賴建嘉 先生          本社 
     吳永裕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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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三十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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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 P.D.G.Y.H.，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金

鈴汽車百貨 盧淑芬課長、大業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阮建凱課長、廣得源科技有限公

司 賴建嘉負責人、三瑞精密(股)公司 吳永裕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bsorber 社友、Absorber 社友夫人吳月娥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C.P.Yico 與張佳美夫人結婚 17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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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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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2. C.P.Yico 2,000 
3. D.V.S.Blower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Case 1,000 6. P.P.Thermo 5,600 
7. P.P.Building 1,000 8. I.P.P.Valve 1,000 
9. 秘書 Green 1,000 10. 社長當選人 Spring 1,000 
11.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2. 社友 Paper 1,000 
13. P.D.G.Y.H. 2,000    

小計：21,600 元 
承上期：589,8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板橋東區社 羅致政 社友 

講題：全球趨勢與變數下的台灣 

現任：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台灣東北

亞學會及台俄協會秘書長  

學經歷：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

博士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系主任 

※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員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諮詢委員 

※ 外交部 諮詢委員 

※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董事 

※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 主任委員 

※ 台灣政治學會 秘書長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關

係中心 研究員 

下次節目~母親節慶祝暨爐邊會
議活動 

日期：5 月 4 日(星期六)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號) 

程序： 

下午6:00~6:30 註冊 聯誼 

下午6:30~7:00 開會 

下午7:00~     餐敘及慶祝晚會 

※※※※本社準備時尚旅行吹風機贈送社友本社準備時尚旅行吹風機贈送社友本社準備時尚旅行吹風機贈送社友本社準備時尚旅行吹風機贈送社友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歡迎踴躍出席歡迎踴躍出席歡迎踴躍出席歡迎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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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 

P.P.Thermo 喜獲金孫，健康滿

月，也感謝您提供的滿月油飯

與蛋糕水果，讓大家分享您的

快樂與喜悅！ 

Tim 社友(57.05.03) 

Michael 社友夫人葉慈慧小姐(52.05.05) 

Media 社友夫人吳秋儀小姐(65.05.03)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萬福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