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十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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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第十八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由周弘章社友推薦台灣大學國家發展學系

研究所學生周芷萱同學提出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秋季旅遊活動是否合併 11 月 27 日(星期四)第 921 次例會舉

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是否贊助新北市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獨居老人送餐經費，提請 

        理事們討論。 

說  明：新北市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每日為土城地區約四十名獨居老人送午 

       餐和晚餐，每餐便當費用 60 元，中午的經費有區公所申請補助，晚 

       餐經費為協會自籌款，每月約一萬元。 

決  議：本社贊助此單位三萬元經費，All Line 社友個人額外贊助一萬元。 

第五案：本社Stanless社友提出土城區一位王小姐是單親家庭女兒患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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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I.P.P.Spring查訪後認為確實急需救助，本社編列三萬元緊急救難 

       金贊助，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P.P.Plastics 及 I.P.P.Spring 個人額外各贊助一萬元。 

第六案：本社於 9 月 26 捐贈中華中學清寒獎學金三萬元整，提請理事們追

認此項社區服務。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八時三十分假大阪根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是否合併11月13日(星 

        期四)第 919 次中午例會舉行，另本社為主辦社當日工作人員配 

       置，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員工表揚及參訪活動

日期訂於 11 月 13 日上午十時假板橋火車站舉行，活動費用一萬元，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Long-Life 詢問今年度二四七分區聯 

       合例會是否共同舉辦，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Chiang Ji 社長) 

決  議：本案不通過。 

第二案：參加日本岡山中央姐妹社例會事項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 

        Jaysjinnet 社友) 

決  議：本社需事先提供通訊錄給日本岡山中央社，另外提供本社參加例會 

        人員名單及簡介以便於聯誼時更容易相互交流，參加例會之費用 

        7500 日幣/人由本社支付，若無其他理由本社參訪人員全員參加。 

第三案：本社訂於 104 年元月 7 日(星期三)舉辦日本音樂家慈善義演活動， 

        活動細節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Importer 社友) 

說  明：目前音樂會場地由原先新北市政府集會堂改為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專業音樂會場地，座位 399 位含兩名身障座位)，邀請老師、表演 

        曲目及節目流程皆已安排完成，接下來需安排工作人員編制，貴賓 

        之邀約也可以開始進行，各社參與本活動配合方式及票券認捐方式 

        須提出共同討論。 

決  議：目前七分區各社皆配合兩萬元，本社提供票券 20 張，剩餘之票券 

        先由本社社友與寶眷及企業認捐後再開放其他社認捐，認捐之企業 

        及社友一萬元以上可冠名協辦本活動印製於活動拍照背板上，活動 

        經費由票券認捐經費支出，最後結餘將全數捐贈予中華育幼院兒童 

        關懷協會，另邀請函完成後邀請總監及各界貴賓蒞臨指導。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76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Archi、 
Barcode、Bed、Branding、Chef、 
Civil、John、Machine、Manpower、 
Michael、Money、Pin Jer、Ricky、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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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uilding、David、Health、Page 
Risen、Whole、Wood、Braht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雨鑫 先生          講師 
     D.V.S.E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長 Yuh        土城山櫻扶輪社 
     P.E.Fanny       土城山櫻扶輪社 
     秘書 Fendi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Cin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Chris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Can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Doris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Joan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San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黃文典 先生      P.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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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永固便利停車(股)

公司 陳雨鑫董事長；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E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長 Yuh、社長當選人 P.E.Fanny、祕書 Fendi、社友 Cindy、社
友 Chris、社友 Candy、社友 Sandy、社友 Joan、社友 Doris、冠富地產開發(股)
公司 黃文典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Paul、Auto 社友、Printer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結婚週年：Absorber 社友與吳月娥夫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HPO 社友與黃寶蓮夫 
     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James 社友與楊碧麗夫人結婚 19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 
     偕老、永浴愛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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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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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 1,000 
3. P.P.Scuba  1,000 4. P.P.Plastics 1,000 
5. P.P.Case 36,000 6. P.P.Thermo 2,000 
7. P.P.Valve 1,000 8. P.P.Paul 1,000 
9. P.E.Land 1,000 10. 秘書 Designer 1,000 
11. 社友 Absorber 1,000 12. 社友 Auto 1,000 
13. 社友 HPO 2,000 14. 社友 LED 1,000 
15. 社友 Tim 1,000 16. 社友 All Line 2,000 
17. 社友 Whole 2,000 18. 社友 Stanless 2,000 
19. 社友 James 1,000 20. 社友 Printer 1,000 
21. 社友 Doctor 1,000 22. 社友 Camera 1,000 
23. 社友 Service 1,000 24. 社友 Trading 1,000 
25. D.V.S.Eda 1,000 26. 土城山櫻社餐費 3,000 

小計：70,000 元 
承上期：357,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  
講題：扶輪公益網 點亮新希望 
現任：益州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誼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經歷： 
※ 1992 年 益州化學工業(股)公司總

務課長 
※ 益洲化學工業(股)公司董事長祕書 
※ 1997 年 益洲(股)公司董事 
※ 1999 年 台汽(股)公司董事長 
※ 2014 年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創社

社長 
※ 2014 扶輪公益網講師、地區扶輪子

女表彰委員會委員、榮譽顧問委員
會委員 

◎ 會後舉行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愛
立發展中心 

 

下週例會~合併職業參觀舉行 
時間：10月18日(星期六) 
地點：Paper社友立昌紙業(股)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94巷11號) 

參訪程序： 

AM 10:00~10:30 集合(自行前往) 

AM 10:30~11:30 職業參觀 

AM 11:30~      餐敘 

餐敘地點：狀元樓餐廳(新北市中和區 

     連城路 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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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 社友(35.10.29) 
Ricky 社友(60.10.16) 

P.P.Case 夫人方玉雪小姐(41.10.22) 
Agent 社友夫人郭美華小姐(61.10.19) 
Health 社友夫人馮淑華小姐(62.10.23) 
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小姐(55.10.16)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 

結婚 31 週年紀念 
(72.10.18) 

Doctor 社友與陳雅雯夫人 
結婚 11 週年紀念 

(92.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