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十一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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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川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八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是否配合扶輪公益網活動編列一萬元預算購買物資捐贈，提請 

        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配合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 12 月 17 日(星期四)舉辦捐血活 

       動活動經費兩萬五千元，本活動是否合併 12 月 18 日(星期四)第 

       924 次例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為關懷在新北市的新住民及家眷們，本社是否捐贈新北市新住民協 

        會一萬元經費，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台東瑞源國小班級資訊設備經 

        費一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本社是否與台東普悠瑪扶輪社締結友好兄弟社以促進兩社社友間交 

       流往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先與普悠瑪社授證往來兩年並鼓勵社友們及社區服務交流聯誼 

       之後再視兩社交流狀況提出討論。 

第七案：來賓冠富地產開發(股)公司 黃文典總經理已參加本社例會四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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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社友嫁娶的喜餅發放是否以主人家統一發放為主，無法自己領 

       可請社友代領，未出席或請人代領者之後則不另補以免食品類過期 

       造成浪費，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訪問日本岡山中央姐妹社禮品費用約兩萬元(贈送姐妹社瓷器 

        及每位社友檜木筷一組)，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4133號 
主    旨 ：  鼓勵扶輪社友申請台灣扶輪白金卡乙事 

 說    明   ： 
  國際扶輪白金卡僅供國際扶輪社員申請使用。每筆消費都有千分之三的回
饋金，成為國際扶輪公益活動的基金。 
  近幾年台灣扶輪白金卡的持卡數不理想，消費金額也一直下降，導致發卡
銀行有停發扶輪卡的打算。由於全世界只有六個國家擁有扶輪白金卡，亞洲
也只有日本與台灣發行。若停發對台灣公共形象極為不利。幾經與富邦開
會，又因恰逢RIP Gary就任，如取消扶輪白金卡，其時間點將極為不適宜。
於是雙方同意先行擴張持卡數，將總數擴至4000張。鼓勵各扶輪社友踴躍申
辦台灣扶輪白金卡。 

一、 本地區扶輪白金卡目標數量：300300300300張。 
二、 「扶輪白金信用卡申請表」將由地區辦公室以郵寄方式給各社4-5

張，各社社友將申請書填妥完畢之後，郵寄至地區辦公室，由地區
辦公室收集並交至RRFC處。 

三、 截止日期為:2015年1月21日(三)前將申請書提供至地區辦公室。 
四、 凡申請扶輪白金卡之社，將列入敘獎分。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總總總總    監監監監：：：：    洪清暉洪清暉洪清暉洪清暉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0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68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Archi、Barcode、Bearing、Bed、 

Bicycle、Book、Chef、Civil、CNC 

John、Machine、Michael、Money、 

Media、Page、Pin Jer、Sam、 

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uto、Green、Roman、Tim、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Banker、Branding、 

James、LED、Manpower、PVC、 

Stanless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耿婕容小姐           講師 

     D.V.S.E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陳福安 先生          本社    

     鄒錦順 先生          本社 

     李銘金 先生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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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極地達人 ；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第七分區 D.V.S.Eda、新北市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 陳福安總

幹事、鄒錦順 理事、李銘金 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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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nd、Accountant 社友、Braht 社友、Civil 社友、C.P.Yico 夫 

     人張佳美小姐、P.P.Ball 夫人鄭月娥小姐、I.P.P.Spring 夫人褚阿杏小姐、 

     P.E.Land 夫人何淑卿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結婚週年：P.P.Valve 與郭淑珍夫人結婚 34週年紀念、Banker 社友與夏慧雯夫 

     人結婚 13 週年紀念、Jaysjinnet 社友與鄭雲雲夫人結婚 20 週年紀念，祝福您 

     們幸福美滿、攜手同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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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元！捐款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all 1,000 4. P.P.Valve 1,000 
5. I.P.P.Spring 1,000 6. P.E.Land 2,000 
7. 秘書 Designer 1,000 8. 社友 Accountant 1,000 
9. 社友 Jaysjinnet 1,000 10. 社友 Trading 1,000 
11. 社友 Risen 2,000 12. 社友 Braht 1,000 

小計：17,000元 
承上期：428,5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粘曉菁 醫師  
講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    
※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副執
行長 

※ 財團法人全民健康基金會副執行長 
※ 醫療法人好心肝基金會副執行長 
※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 
※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 台大醫院支援北海岸金山醫院健康
管理中心主管 

※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老人醫學研修醫
師 

※ 挪威第一國際大學醫院婦產科見習
醫師 

科別科別科別科別（（（（含次專科含次專科含次專科含次專科））））：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肥胖醫學專科醫
師、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專科醫
師、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老年醫學
專科醫師、國際醫療旅遊保健專科醫
師、臺灣醫用營養醫學會會員 
醫學專長醫學專長醫學專長醫學專長：家庭醫學、肝病防治與研
究、肥胖醫學 
 

下週例會合併秋季旅遊不開會 
集合時間：AM 6:00 
集合地點：桃園機場第二航廈華航櫃檯 
         三號後方的團體櫃檯前 
統一服裝：社友西裝、寶眷粉紅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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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社友(52.11.20) 

Accountant 社友夫人黃寶珍小姐(45.12.01) 

Book 社友夫人周清容小姐(46.11.28) 

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小姐(62.11.29) 
LED 社友夫人郭佩玲小姐(56.11.29)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49.12.01) 

Book 社友與周清容夫人(67.11.28) 

Chef 社友與林杜素琴夫人(66.11.24) 

Health 社友與馮淑華夫人(85.11.26) 

Roman 社友與林芳伃夫人(84.11.26) 

Tim 社友與楊韶菁夫人(85.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