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10 日 
主席：江顯皎 社長 

紀錄：陳陽春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陳春諒 陳啟洲 江顯皎 陳進川 陳陽春 方欽瑩 孟醒宇  

          洪揚清 陳靖庸 阮建茂 蔡清泉 蔡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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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討論本年度爐邊會運作方

式。 

說  明：第一次爐邊會爐主：社長 Chiang Ji、P.P.Ball、P.P.Blower、 

        P.P.Plastics、P.P.Scuba、P.P.Paul、社友 All Line、Bearing、 

        HPO、James、Lawyer、Machine、Money、Ricky 

        爐邊會運作形式： 

        各組爐主推舉一位為組長，由組長召集組員研商該次爐邊會的活動 

        主題，並與聯誼主委或相關人員配合爐邊會的活動主題以完成該次 

        的聯誼活動以促進社友間的互動，活動當日請爐主與夫人們提早到 

        達現場佩帶”爐主”名牌歡迎及歡送社友寶眷們。 

決  議：第一次爐邊惠活動日期訂於 8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六時三十分假青 

       青餐廳舉行，本活動合併當日例會，爐邊會運作方式細節下次再議。 

第二案：本社擬於年度內訪問日本姐妹社-岡山中央扶輪社，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訪日行程安排好後細節再議。 

第三案：本社由 P.P.Thermo 介紹下本社藉由台東普悠瑪扶輪社捐贈台東少

年棒球之家經費 6 萬 6 千元，本活動捐贈儀式由台東普悠瑪扶輪社

邀請本社前往台東一同參與，並討論是否與普悠瑪扶輪社結為有好

兄弟社及共同舉辦花東海岸淨灘活動，參訪日期(P.P.Thermo 建議

7/27.28)提請理事會討論。  

決  議：本社由社長率團參加捐贈儀式，並訪問普悠瑪扶輪社，是否結為友

好或兄弟社於拜訪後再討論。 

第四案：本社是否贊助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經費，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自 91 年創設，致力服務全台育幼院、少年家園，及其安置之院生，

為導入 NGO 責信治理、專業人力培訓、全人關懷教育，協力建構社

會資源網絡，也倡議兒少福利相關法規、政策等。近年來，更投入

離院少年「自立生活」服務，為使每一個不幸失去家庭照顧的孩子， 

 

       獲得健全成長與正向發展，此單位期望與本社發展公益合作機會及

長期輔助關係等。 

決  議：請執秘邀約協會相關人員來社說明，之後再由社長前往欲捐贈單位 

        察訪後再議。 

第五案：本社 P.P.Hoist 為免計出席之社友，由於身體狀況無法繼續參加本 

        社活動，但對扶輪之熱誠十足，希望能繼續成為本社一員，是否將 

        其轉為社友寶眷身分繼續參加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為提升本屆出席率及掌握例會參加人數，提出此案，提請理事們討

論。 

說  明：將本社社友分成 10組各組推舉一位組長，由組長與組員相互聯誼， 

        固定每幾個月後結算各組出席率，由社長頒發禮物給前伍組組長以 

        表鼓勵。 

決  議：照案通過，由秘書 Designer來分組執行。 

第七案：本社 House 社友因工作忙碌無法繼續參加本社活動提請退社，其擔

任本社理事一職由理事後補 Importer接替，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House 社友經社長 Chiang Ji 及社友們多次慰留後仍堅持退意，因

此准予退社。 

第八案：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大豹溪救生隊救生設

備，活動日期訂於 7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經費一萬元，提請

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三鶯分隊清寒學子泳訓

經費活動日期訂於 8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八時，經費兩萬元，提請

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三、 報告事項： 

1. 本社今年度將與三峽北大菁英社共同舉辦捐血活動，並歡迎他們參與本

社各項社區服務。 

2. 3490地區 WCS-捐贈蒙古國社區口腔健康照護服務計劃定於 9 月 19-24

日，由總監帶隊組團前往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捐贈地區獎助金執行的攜

帶式牙科治療器材儀式及多媒體口腔衛教中心之揭牌啟用，鼓勵社友與

寶眷踴躍報名參加。(※本活動已於 7 月 10日報名額滿截止，本社參加

人員：P.P.Blower 一位)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1 名     
   出席人數:…………38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0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77%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Bearing、Bed、 
Chef、Civil、CNC、House、John、 
Machine、Michael、Pin Jer、 
Ricky、Sam、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rcode、Building、LED、Media、 
Roman、Yic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Brading、Hardware、Life、 
Money、Printer、Risen、Scuba、 
Service、Valv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阮慕驊 先生          講師 
     P.P.Gift          鶯歌扶輪社 
     S.Serina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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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阮慕驊 先生，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秘書 Serina、鶯歌扶輪社 P.P.Gift 以及本

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無 

   2.結婚週年：P.P.Paul 與林玫君夫人結婚 23 週年紀念，祝福他們幸福美滿！ 

� 秘書報告由本社 Design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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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P.P.Case 1,000 
3. P.P.Paul 1,000 4. 社長提名人 Land 2,000 
5. 秘書 Designer 1,000 6.  社友 Accountant 1,000 
7. 社友 Green 1,000 8. 社友 Trading 1,000 
9. 社友 Tim 1,000 10. 社友 All Line 1,000 
11. 社友 Page 1,000 12. 社友 Stanless 3,000 
13. 社友 James 1,000 14. 社友 Camera 1,000 
15. 社友 Book 1,000    

小計：20,000 元 

承上期：87,8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王幸惠 小姐 
講題：耳穴保健守護健康活力 
現任：高雄市中華健康養生協會 營養 
保健組長、香港耳針學會台灣學術處  
耳穴保健推廣組長、香港耳針學會授 
證講師、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 
會健康管理師 
學經歷： 
� 亞洲大學健康管理所碩士 
� 幼教機構幼兒保育專題講師、宗
教團體健康促進講師、中小企業
職訓身體保健講師、社區大學健
康邀約演講健康諮詢顧問 

◎會後召開十七屆收支決算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7月24日(星期四) 
講師：羅東溪區社 
      黃錦璋前社長 P.P.China 
講題：增員 增緣 增圓 增援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 
日期：7月19日(星期六) AM 11:00 

地點：上海銀鳳樓 

     (板橋市中山路一段2號3樓)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大

豹溪救生隊救生設備 
日期：7月26日(星期六) AM 10:00 
地點：北城游泳池 
     (土城區中華路150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Happy Birthday 

LED社友(54.07.20) 

Stanless 社友(57.07.21) 

Trading 社友夫人林杏霞小姐(48.07.20) 

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小姐(49.07.23) 

訃告 
本社 Tim 社友嚴父於 7 月 14日長
眠，將訂於 7 月 23日(三)下午五時
假台北第二殯儀館舉行公祭，請社
友撥冗前往致哀。(公祭廳別確認後
另發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