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9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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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建茂 呂理論 蘇清海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擬將7月30日(星期四)第956次例會合併於8月1日(星期六)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於五股工商展覽館舉行專題演講活動，邀請補教界名 

       師呂捷主講歷史相關主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活動照案通過。   

       

第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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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第 957 次例會舉行。 

說  明：第一次爐邊會爐主：社長Land、C.P.Yico、P.P.Hardware、P.P.Case、 

        I.P.P.Chiang JI、P.N.Lawyer、秘書Life、Adoah、Barcode、 

        Bearing、Green、James、Sam、Stanless、Golden  

決  議：第一次爐邊會議日期訂於 8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六時假晶豪樓餐廳 

        舉行。 

  

第三案：來賓上海商業銀行土城分行 曾克智資深經理以及百鴻系統科技有 

        限公司 葉瀚謙經理已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 

        本社進而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並安排資料已備齊之上海銀行曾經理於7月16日(星期四)

例會舉行入社儀式。 

 

第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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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安排於七月或八月份週末，經費一萬元，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是否參加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新北市水上安全工作大隊 104 年 

        三峽大豹溪假日防溺勤務觀摩、淨溪活動及優良志工表揚活動，贊 

        助經費兩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1.活動時間：104年08月23日(週日)10：00~17：00時。 

   2.活動地點：三峽大豹溪、大板根休閒山莊。 

        請本案提案人 Auto 社友說明本活動詳細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本社秋季旅遊日期及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秋季旅遊將安排前往台東兩天一夜旅遊，並與兄弟社普悠瑪扶 

        輪社舉行聯合例會促進兩社交流與情誼，相關細節請聯誼主委 Andy 

        及兄弟社主委 P.P.Thermo 安排。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今年度是否贊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提 

        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Risen 社友) 

說  明：透過本服務計畫之實施，鼓勵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一）關懷 

        弱勢的人道精神；（二）專業知能的奉獻服務；（三）無私無我的人 

        倫大愛等教育情操，以增進教學知能及專業素養，涵養師資生社會 

        關懷及人文精神前往偏遠地區為國中小學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並涵 

        蓋品德、生活及生涯規劃輔導，以發揮教育大愛。本社補助服務師 

        資生及其指導老師之教育訓練、行前訓練、平安保險費、餐費、教 

        材教具、交通費、住宿費及雜支費用。 

決  議：本案由 Risen 社友提供更詳細之實行企劃書後再議。 

 

第二案：本社擬於九月份安排例會合併電影欣賞會，費用約兩萬元，提請理 

        事們討論。(提案人：社長 Land)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應加強與日本岡山中央姐妹社以及台東普悠瑪兄弟社之間社員 

        個人以及職業交流與講師交流的往來，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 

        P.P.Thermo) 

決  議：本社社員名錄提供給友好社促進連絡並安排友好社社友擔任講師於 

        例會中演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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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0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25 名                     

    出 席 率:…………65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ook、 

Branding、Chef、Civil、CNC、 

David、Machine、Manpower、Media、 

Michael、Page、Pin Jer、Ricky、 

Sam、Whole、Ston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Ocean、Roman、Valve、 

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ll Line、Stanless、Docto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趙政岷 老師         講師 

     曾克智 先生      Green 社友 

     葉瀚謙 先生      Land 社長 

     吳思緯 先生      Land 社長 

     李應眾 先生      Life 秘書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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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5395395395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趙政岷 老師，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上海商業銀行 曾克智資深經理、百鴻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葉瀚
謙經理、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吳思緯副理、東眾公司 李應眾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
寶眷們。 

   1.本週壽星：Printer 社友夫人賴思寰小姐，祝福您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P.P.Paul 與林玫君夫人結婚 24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白頭 
     偕老！ 
� 秘書報告由本社 Life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4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1,000 
3. P.P.Ball 1,000 4. P.P.Case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Paul 1,000 
7. P.P.Spring 1,000 8. I.P.P.Chiang Ji 1,000 
9. P.N.Lawyer 1,000 10. 秘書 Life 1,000 
11. 社友 Banker 1,000 12. 社友 Health 1,000 
13. 社友 Human 1,000 14. 社友 LED 1,000 
15. 社友 Printer 1,000 16. 社友 Risen 1,000 
17. 社友 Tim 1,000    

小計：20,000 元 

承上期：60,000 元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血血血血        輪輪輪輪        加加加加        入入入入    

 

姓名：曾克智 現職：上海商業銀行土城分行資深經理 

社名：Bill 地址：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50 號 

生日：50.01.02 電話：2263-6111#222 

夫人姓名：廖文立 結婚日期：78.09.09 

 

介紹人：劉昭利社友 職業分類：銀行業 

本週節目 
講師：陳受祿 老師 

講題：花錢不受罪-精緻品味逍遙遊 

現任：汎佳旅行社服務經理 

學經歷： 

※ 育達技術學院 企管系 

※ 中山、士林、萬華、松山社區大學

旅遊講師 

※ 出版：臺灣桃花源、臺灣27度C-

避暑秘境 

※ 知名導遊、領隊，經常在《黃金七

秒半》、《新聞挖哇哇》、《國民大

會》、《消費高手》、《今晚哪裡有問

題》等談話性節目暢談旅遊經驗 
 

下週節目 
日期：7月23日(星期四) 

講師：李明惠 老師 

講題：金雞母理財法~ 

           即使不工作也有錢花 

 

合併例會專題演講活動 
日期：8月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12:00 

地點：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二樓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權路1號) 

講師：呂捷 老師 

講題：歷史與人文素養 

※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登記參加，並歡

迎邀請來賓一起來場知識饗宴！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