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 文 日 期 ：  2013年07月04日  

發 文 字 號 ：  國扶辦字第2013070號  

附  件 ：  申請表乙份  

主  旨 ：  函知國際扶輪3490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計劃，請

各社友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  明 ：  

 

一、國際扶輪3490地區與瑞典2390地區進行扶輪友誼交換，藉由兩地區的社

友及配偶互相拜訪，體驗兩國文化並促進國際友好與和平。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12名–限扶輪社友或寶（尊）眷(略通英文者)  

2.參訪日期：暫定2013年9月20至2013年9月28日  

3.回訪日期：2013年10月份(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負責接待)  

4.費 用：自行負擔。  

5.報名時請檢附：  

①申請表一份 (須所屬扶輪社社長簽名)。  

②預繳部份旅費新台幣參萬元整，報名之後如無故退出恕不退費。  

③最近3個月內彩色半身相片(電子檔)。  

三、受理截止日：2013 年 07 月10日前經由各社辦理報名。  

四、請將報名表e-mail郵寄到地區辦公室，報名採預繳旅費優先順序辦理，

額滿為止。  

五、預繳部份旅費匯款帳戶如右 戶名：鄭泱昌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新莊分行 

   帳號：672168220969 

附註:如有未明之處,請逕洽地區扶輪友誼交換主委—五股社 P.P.Car， 

     手機:0910-222-714 

 

 地 區 總 監 ： 吳維豐  

地區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 鄭泱昌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七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04 日 
主席：蔡木春 社長 

紀錄：彭國忠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江謝瑞 李清崑 陳水生 許松祥 江顯皎 饒志敏 陳錫圭  

          彭國忠 阮建茂 蔡清泉 蔡木春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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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蔡木春、秘書 彭國忠、前社長 蕭高旭、 

        許松祥、社友 江謝瑞、呂紹欽、劉昭利、陳威達、吳聰海、 

        廖福雄、侯文觀、陳世尊、陳怡霈、吳永裕 

決  議：活動日期訂於 8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三十分，地點由爐主們決 

        定後公佈。 

第二案：本社擬於年度內將社友寶眷百分之百註冊國際扶輪，RI會費統一 

        由社內負擔，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寶眷社友於社內無發言權、選舉權、不計出席。 

第三案：本社參與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102 年度跨業交流暨工廠觀摩活動 

        於 7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前往台中大甲工業區職業參觀，由 

        於參加社友人數較多本活動是否合併 7 月 18 日(星期四)第 850 次 

        例會舉行，提請理事會討論。  

決  議：本活動不合併例會舉行。 

第四案：為慶祝每週社友與寶眷之結婚週年紀念，慶祝方式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將贈送結婚周年社友禮品，禮品項目由社長決定。 

第五案：本社秋季旅遊活動地點及日期，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秋季旅遊活動依慣例委由聯誼主委安排好日期與行程後再由理

事會討論。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歷屆結餘管理方式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歷屆結餘將交由前社長組成之顧問委員會管理，需要動用時由顧問 

        委員們召開會議討論。 

第二案：本社社長當選人是否於當選時宴請全社社友與寶眷，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依本社慣例辦理。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0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7 名     

   出席人數:…………5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 79%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Manpower、Water、Wood、 

PinJer、Whole、Ric、Page、Rich 

Benjamin、Sam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ook、Yic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無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蘇清海 先生          本社 

     吳金源 先生          本社   

     林念慈 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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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三整，由 Spring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泉正實業有限公司 吳金源總經理、日生能科技有

限公司 蘇清海總經理、住商不動產 林念慈小姐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David 社友、P.P.Blower 夫人錡玉色小姐，祝福您們青春永駐、生日 

     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社長 Paul 與林玫君夫人結婚 22 週年，祝福您們永遠幸福快樂！    
� 秘書報告由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ous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53,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5,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Hoist 1,000 4. P.P.PVC 1,000 
5. P.P.Hardware 1,000 6.  P.P.Plastics 1,000 
7. P.P.Ball 1,000 8. P.P.Case 2,000 
9. P.P.Scuba 1,000 10. P.P.Jeff 1,000 
11. P.P.Blower 1,000 12. P.P.Valve 2,000 
13. P.P.Building 1,000 14. 社長提名人 Chiang Ji 2,000 
15. 秘書 Importer 2,000 16. 社友 Andy 1,000 
17.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8. 社友 Auto 1,000 
19. 社友 Archi 1,000 20. 社友 Bearing 1,000 
21. 社友 Civil 1,000 22. 社友 Designer 1,000 
23. 社友 Jaysjinnet 1,000 24. 社友 Lawyer 1,000 
25. 社友 Land 1,000 26. 社友 LED 1,000 
27. 社友 Life 1,000 28. 社友 Machine 1,000 
29. 社友 Media 1,000 30. 社友 Michael 1,000 
31. 社友 Ocean 2,000 32. 社友 Paper 1,000 
33. 社友 Quba 1,000 34. 社友 Trading 1,000 
35. 社友 Wine 1,000 36. 社友 Roman 1,000 
37. 社友 Chef 1,000 38. 社友 Bed 1,000 
39. 社友 Tim 1,000 40. 社友 All Line 1,000 
41. 社友 David 2,000 42. 社友 House 2,000 

小計：53,000 元 
承上期：53,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保華(凌峰)  
講題：追求自由的人生 
現任：台港美歐等各地華文跨媒體資
深政經評論員與專欄作者、美國國會
屬下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公益
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諮詢委員、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華人民主文化協
會理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理事長  
台灣維吾爾之友會理事長 
學歷：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 
經歷：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中共黨史 
  (親歷包括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所 
  有政治運動) 
※香港中報/信報編輯、各大報專欄作 
  者 
※香港大學助理經濟研究員/院長張 
  五常特別助理 
※1997 年因傅利曼/普林斯頓大學余 
  英時/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之 
  推薦, 以”傑出人才”資格移民美 
  國﹐專職評論工作 
※2006 年與台灣籍妻子楊月清放棄 
  入美籍轉而來台定居，選擇以台灣 
  為人生終站 

下週節目 

日期：7月18日(星期四) 

講師：梁麗鳳 博士 

講題：活過一世紀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大甲工業區職業參觀活動 

日期：7 月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8:00~下午 18:00 

報到地點：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土城工業區中山路 15 號) 

※請登記參加之社友準時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