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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黃宏遠 現職：花旗銀行 副總裁 

社名：Money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 號 

生日：48.12.07 電話：25768766 

夫人姓名：李美臻 結婚日期：77.03.29 

 

職業分類：銀行業 介紹人：林英機前社長 

姓名：呂理論 現職：王子彩色製版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社名：Printer 地址：中和區健康路 130 號 8 樓之 2 

生日：60.10.14 電話：22221199*228 

夫人姓名：賴思寰 結婚日期：88.09.25 

 

介紹人：何仁傑社友 職業分類：印刷業 

姓名：陳力榮 現職：法翰企業(股)公司 分銷經理 

社名：Ricky 地址：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24 號 

生日：60.10.16 電話：22696900 

夫人姓名：吳咸叔 結婚日期：88 年 2 月 

 

介紹人：陳春諒社友 職業分類：人蔘銷售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七屆十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24 日 
主席：蔡木春 社長 
紀錄：彭國忠 秘書 
出席理事：蔡木春 彭國忠 張茂蓮 江謝瑞 李清崑 陳水生 許松祥 饒志敏  
          阮建茂 蔡清泉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七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王子彩色製版企業有限公司 呂理論總經理、法翰企業(股)公

司 陳力榮分銷經理、原社友花旗銀行 黃宏遠副總裁三位有意願加
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由周弘章社友推薦台灣大學物理學博士班 
        學生鄧亘皓同學(清寒學生)提出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推薦鄧亘皓同學申請此博士班獎學金。 
第四案：本社參與新北市生命線舉辦之關懷生命青少年微電影講座活動，贊 
        助於土城國中舉辦之講座經費 15,000 元，提請理事們追認本活動 
        款項。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是否贊助參與「製作發行『這是咱的扶輪社』DVD影片，支持 
        RIPE Gary擔任2014-15年度RI社長，介紹『台灣』予全世界538個 
        地區及34216個扶輪社之計劃」費用，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為支持響應 RIPE Gary 之宣傳台灣扶輪計劃本社贊助兩萬元經費，

並鼓勵社友個人贊助計劃經費。 
第六案：國際成年禮活動本年度由 3490 地區第四七分區共同主辦，活動經

費每社分攤 20,000 元，提請理事追認本活動款項。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3490 地區 2014-15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將由本社推薦適合人選

擔任，提請理事們推薦。 
決  議：本社推薦莊文聰前社長擔任 2014-15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第八案：秋季旅遊活動報名社友(不含寶眷)人數已達 30 人以上，本活動是

否合併 12 月 19 日(星期四)第 872次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社員人數目前已達 70 人，是否應增列理事人數讓更多社員能 
        參與社務運作，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陳水生 前社長) 
決  議：本社由第十八屆開始增加理事名額至 17 位，增列人員職務由當屆 
        社長安排。 
第二案：本社新加入之社員若於佩章後遇社內婚喪喜慶，是否依慣例繳交 
        紅、白包費用，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蔡木春 社長) 
決  議：因佩章後即為本社正式社員，應遵守社內各項規章收取紅、白包費 
        用。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2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8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19 名                     

    出 席 率:…………7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ndy、Barcode、 
Banker、Bearing、Chef、Civil、 
CNC、Jeff、Machine、Manpower、 
Water、PinJer、Ric、Sam、Aircon 
Benjamin、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Chiang Ji、Green、Scuba 
Tim、David、Justin、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Land、PVC、Wine、Whole、Health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鄭寶清               講師 
     呂理論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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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6486486486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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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鄭寶清博士，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王子彩色製版企業有限公司 呂理論總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
們。 

   1.本週壽星：Paper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Health 社友與馮淑華夫人結婚 10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秘書報告由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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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元(含 9/26 總監公訪紅箱)！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5,000 2. C.P.Yico 2,000 
3. P.P.Plastics 1,000 4. P.P.Case 1,000 
5. P.P.Valve 2,000 6.  I.P.P.Paul 1,000 
7. 秘書 Importer 1,000 8. 社友 Archi 2,000 
9. 社友 Auto 1,000 10. 社友 Ocean 1,000 
11. 社友 Media 4,000 12. 社友 Trading 2,000 
13. 社友 Risen 2,000 14. 總監團隊(9/26) 5,000 

小計：30,000 元 

承上期：273,000 元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年年年年    資資資資    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    

紳貿企業有限公司 蘇明玄 課長 11 年 Spring社長 

志禾工業(股)公司 葉春凰 技術員 2 年 Thermo 職業主委 

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楊美芳 會計 10 年 Archi 社友 

薪宇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黃佳祥 三峽店店長 8 年 Auto 社友 

住商不動產 黃美子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2 年 House 社友 

本週節目 
講師：本社陳進川David社友 
講題：家庭生活分享 
現任：崴誠光學有限公司 負責人 
學經歷： 
※群光電子公司 RD 工程師 
 

下週節目 
日期：11 月 7 日(星期四) 
講師：李富城 老師 
講題：天有不測風雲- 
      從天候異常看台灣氣候 
 

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六)AM8:3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程序：8:30~9:00 報到領帽子毛巾水 

      9:00~11:30 登山健身 

      11:30~13:50 餐敘、摸彩活動 

      14: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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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Roman 社友 

(55.10.31) 

James 社友 

(57.11.0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名單 
訃告訃告訃告訃告 

本社 鄭定濂社友岳父仙逝，公祭
日期訂於 11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板橋縣立殯儀館崇義廳
舉行，請社友與寶眷撥冗前往致哀。 

訃告訃告訃告訃告 
本社 沈信全社友之母仙逝，公祭

日期訂於 11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九
時假板橋縣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請
社友與寶眷撥冗前往致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