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九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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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國忠 方欽瑩  

          孟醒宇 郭垚芳 洪揚清 陳靖庸 阮建茂 蔡清泉 莊文聰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八屆八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將捐贈土城頂埔國小清寒學子營養午餐費用五萬元整，提請理 

       事們討論本活動舉行日期。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將捐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身心障礙者經費三萬元，並提供二 

       手義賣物資，提請理事們討論本活動舉行日期。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年度將配合地區宣導活動-扶輪公益網之物資捐贈與受贈者媒

合，本社配合辦理方式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社長 Chiang Ji 說明。  

決  議：鼓勵社友捐贈二手物資完成此項服務。 

第五案：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典禮(年度經費二萬)及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土城國中清寒獎助金活動(經費一萬元)，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1 日 

       (星期三)假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圖書館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本社 10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職業參訪-Paper 社友立昌紙業(股)

公司，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活動合併 10 月 23 日(星期四)第 916 次例會舉行。 

第七案：第七分區共同舉辦社區服務-節能盃自行車賽，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六時三十分假土城國中舉行開幕儀式，本社提供 

      活動經費三萬元整由土城扶輪社統籌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本社將於 10 月 30(星期四)舉辦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本

社將由本社五位社員推薦適當人選予以表揚，提請理事們討論推薦

社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本社是否與第七分區土城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三峽北大菁英

扶輪社共同製作計程車車箱宣傳看板宣傳扶輪精神，費用每台車約

一萬元/社，廣告期間五個月，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本社 Stanless 社友提出土城區一位王小姐是單親家庭女兒離換罕

見疾病(腦炎)，因其職業是臨時保母收入無固定，因健保無给付此
醫療藥物費用，目前醫療費用拖欠醫院三十餘萬急需救助，本社是
否急難救助，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由本社社友 Ocean 及 Life實際查訪確認後再議。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將與中華育幼院兒童關懷協會共同舉辦日本音樂家來台慈善義
演活動，本活動經費由本社贊助，票券義賣收入將全數捐贈予協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將捐贈桃園縣私立少年之家經費三萬元整，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九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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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國忠 方欽瑩  

        孟醒宇 郭垚芳 洪揚清 陳靖庸 阮建茂 蔡清泉 莊文聰 吳聰海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來賓施丞修中醫診所 施丞修醫師以及傳訊光科技(股)公司 洪祥義
總經理兩位已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有意願加入本社並提
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0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rchi、 
Barcode、Bed、Chef、Civil、CNC、 
Michael、PinJer、Ricky、Service、 
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earing、John、Media、Roman、Tim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randing、Money、Manpower、 

      Page、Sam、Stanless、Therm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Ortho 伉儷   板橋西區扶輪社 
     D.S.Pioneer 伉儷 板橋西區扶輪社 
     P.P.Life 伉儷    板橋西區扶輪社 
     D.V.S.E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C.P.Am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Lenny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Bridge 社友     台北雙園扶輪社 
     黃文典 先生  P.P.Building 
     施承修 先生       P.P.Valve 
     洪祥義 先生       Auto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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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0909090999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地區總監蒞臨公式地區總監蒞臨公式地區總監蒞臨公式地區總監蒞臨公式訪問訪問訪問訪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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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總監

D.G.Ortho；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D.G.Ortho 伉儷、D.S.Pioneer 伉儷、地區
公共關係長 P.P.Life 伉儷、D.V.S.Eda、三重南區社 May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秘書 Serina、社友 Lenny、台北雙園扶輪社 Bridge 社友、冠富地產開
發(股)公司 黃文典總經理、準社友施承修中醫診所 施承修醫師、準社友傳訊光科
技 洪祥義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無    
   2.結婚週年：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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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6,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Ball 1,000 
7. P.P.Plastics 1,000 8. P.P.Scuba 3,000 
9. P.P.Case 1,000 10. P.P.Blower 1,000 
11. P.P.Building 1,000 12. P.P.Valve 1,000 
13. P.P.Paul 2,000 14. P.E.Land 1,000 
15. 秘書 Designer 1,000 16. 社友 Andy 1,000 
17. 社友 Auto 1,000 18. 社友 Green 1,000 
19. 社友 HPO 1,000 20. 社友 Jaysjinnet 1,000 
21. 社友 LED 1,000 22. 社友 Paper 1,000 
23. 社友 Quba 1,000 24. 社友 Trading 1,000 
25. 社友 All Line 1,000 26. 社友 David 1,000 
27. 社友 Health 1,000 28. 社友 Risen 2,000 
29. 社友 Camera 1,000 30. 總監團隊 4,000 

小計：44,000 元 
承上期：261,8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蘇清海Risen社友 
講題：電力系統與車輛節能應用 
現任：日生能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公司主營項目: 
汽車診斷分析儀、電池檢測分析儀、
DC變頻充電機、鉛酸電池保護器、車
用節能產品  
學經歷： 
※ 國立雲林工專 動力機械工程科 
※ 騰傑工程有限公司 RC結構主管 
※ 格瑞特汽車用品商行 負責人 
※ 廈門鋒展汽貿 修護廠廠長 
※ 廈門鑫德里機電有限公司 技術總
監 

 

下週例會 
時間：10月9日(星期四) 
講師：陳雨鑫 董事長 
講題：管理心得隨筆 
會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捐贈傻瓜電擊器AED 

日期：10月2日(星期四)例會後 
時間：下午3:00 
地點：土城圖書館親子館 
     (土城區中州路28巷30號4樓) 
 

P.P.Case千金文定 
日期：10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6:00入席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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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Adoah 社友(62.10.08) 

Wood 社友(66.10.06) 

Media 社友(65.10.05) 

Archi 社友夫人林麗雲小姐(60.10.06)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66.10.02) 

結婚 37 週年紀念 

Bed 社友與洪于婷夫人(84.10.05) 

結婚 19 週年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