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六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6 月 04 日 
主席：江顯皎 社長 
紀錄：陳陽春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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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清泉 莊文聰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八屆五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 Archi 社友因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出席本社活動，提出退社申 
        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請社長及社長當選人再次慰留後若仍堅持則同意其退社申請。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社友 John、Money 尚有社費未繳清並已退社，關於未收款項處 
        理方案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依本社慣例處理不另收取，若未來遇社友社費不繳清則直接退社處 
        理。 
第二案：本社是否製作新的名牌費用約 380/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尊重本社 CP 原創的名牌樣式，詢問過 CP 意見若無反對則執行製作。 
第三案：本社將於授證紀念慶典與台東普悠瑪扶輪社締盟為兄弟社，本社需 
        推舉一位社友為兄弟社主委擔任兩社連絡相關事宜，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本次締盟緣起首推 P.P.Thermo 的引薦方能成兄弟社，因此推舉 
        P.P.Thermo 擔任此職務。 
第四案：年度結束時於社內公佈社友年度紅箱捐款統計資料，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 18 屆授證暨屆授證暨屆授證暨屆授證暨 18-19 屆社屆社屆社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長職員交接典禮長職員交接典禮長職員交接典禮 

敬請社友配合事項敬請社友配合事項敬請社友配合事項敬請社友配合事項: 

1. 請社友們 6/26 最晚於下午 2:30 之前到達會場幫忙擺桌、編排任務(含受

獎者)彩排。 

2. 司儀介紹來賓時請給予最大的掌聲(鼓掌有助於身體健康)。 

3. 當來賓致詞時，社友基於對致詞來賓的敬意，請面向舞台。當來賓致詞

前問好時，請社友也同樣問好及掌聲熱情回應，讓來賓感受我們的熱忱!! 

4. 介紹來賓結束後，聽到司儀講到 ”各位來賓現在很榮幸為您介紹土城中

央扶輪社全體社友及美麗大方的寶眷，這時，請社友們就起立面對來賓，

揮手向貴賓致意 ，全體社友及夫人用台語大聲向來賓問好 !! 

5. 當每一個節目開始表演或結束時，不管是來賓或是社友表演，聽到報幕

時，請社友給予最大的掌聲鼓勵。 

6. 本次授證典禮在晚餐時間會安排 

   1. 社長伉儷及 CP伉儷上台帶領社友統一向來賓敬酒致意， 

   2. 並請總監上台向來賓致意。 

   3.鳴鐘閉會後，接著整理會場準備大合照(檢場組迅速排椅子，社友迅 

      速上台按彩排位置站立等候來賓上坐)。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第三次理事當選人會議議案 6 月 4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當選人 

紀錄：郭垚芳 秘書當選人 

出席理事當選人：張茂蓮 林建宏 黃鼎發 江顯皎 林裕翔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蘇清海 蔡木春 

一．討論議案： 

第一案：請討論本社社刊是否改由印刷廠印製。 

說  明：本社社刊目前是製作刊頭紙後用影印機套印，刊頭紙費用約 10,000 

        元/年，若改為由專業印刷廠排版後彩色印刷紙質和色彩都比較漂 

        亮，費用約 3,000/期，一年總計約 12萬元，本社目前社刊費編列 

        預算 208,000元。  

決 議：維持原以影印機列印社刊之方式以節省經費。 

第二案：請討論本社爐邊會議費用為達公平目的，是否改為每人 5,000元/ 

        年併入第一期社費中收取，每次爐邊會議費用由社內統一支出，分 

        攤款不足部分由本社支付，結餘則併入紅箱捐款。 

決  議：照案通過。 

 

二．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執行秘書薪資於 104年七月份開始酌調升一千元，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例會事項報告     06 月 1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1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9 名                     

    出 席 率:…………74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Archi、 

Bearing、Bed、Branding、Chef、 

Civil、Hardware、Manpower、 

Michael、Page、Pin Jer、Ricky、 

Sam、Service、Whole、Ston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bsorber、All Line、Blower、 

Chiang Ji、LED、Media、Ocean、 

Roman、Thermo、Tim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CNC、David、Health、Machine、 

Paul、Printer、Doctor、Human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洪正明 博士          講師 

     唐嘉俊 先生          本社 

     阮美齡 小姐          本社 

     李濟良 先生          本社 

     葉瀚謙 先生        P.E.Land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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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代理 I.P.P.Spr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洪正明博士；接

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力德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唐嘉俊負責人、揚智廣告有

限公司 阮美齡總經理、李濟良經理、百鴻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葉瀚謙經理以及本社

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Banker 社友、CNC 社友、Page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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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暫停收取紅箱一次！  

本週節目 
講師：授證籌備會主委 P.P.Paul 

講題：授證紀念慶典事項說明 
 
下週節目~第 18 屆授證紀念慶典

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6 月 26日(星期五) 

地點：全國宴會館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號) 

注意事項：  

1. 下午2:30開始於會場佈置，請社友

們務必準時前往協助，之後各項程

序及表演節目彩排，請參加人員準

時出席，感謝您！ 

2. 下午5:30開始註冊，請參加之社友

繫總監領帶穿制服西裝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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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31313131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18日(星期四) PM 5:30註冊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應出席人員：A.G.Scuba、P.P.Manpower、I.P.P.Spring、秘書 Designer、 
            社友 Health、LED 

三峽三峽三峽三峽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17171717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    
日期：6 月 19 日(星期五) PM 5:30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應出席人員：A.G.Scuba、社長 Chiang Ji、秘書 Designer、P.P.Case、 
            P.P.Blower、P.P.Building、社友 Accountant、CNC、 
            Jaysjinnet、James、LED、Paper、Wine 

大漢溪大漢溪大漢溪大漢溪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12121212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    
日期：6 月 21日(星期日) PM 5:30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應出席人員：A.G.Scuba、社長 Chiang Ji、秘書 Designer、社友 Doctor、 
            Importer、Stanless 

板橋中區板橋中區板橋中區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20202020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典典典禮禮禮禮    
日期：6 月 21日(星期一) PM 5:30註冊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應出席人員：A.G.Scuba、社長 Chiang Ji、秘書 Designer、P.P.Blower、 
            P.P.Valve、社友 Barcode 

◎◎◎◎屆時請準時出席屆時請準時出席屆時請準時出席屆時請準時出席◎◎◎◎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Lawyer 社長提名人(45.07.01) 

Golden 社友(66.06.23) 

Trading 社友(48.06.19) 

Ocean 社友(65.06.27) 

P.P.Paul 夫人林玫君小姐(58.06.29) 

Human 社友夫人熊梅珍小姐(72.06.23) 

Ocean 社友夫人李欣芳小姐(66.07.01) 

Ray 社友夫人詹意萱小姐(64.06.25)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Adoah 社友與林心潔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86.06.20) 

Risen 社友與鍾慧卿夫人結婚 

22 週年紀念(82.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