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八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8 月 14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陳春諒 林建宏 黃鼎發 林裕翔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呂理論 蘇清海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七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縣私立青少年之家經費擬比照去年捐款三萬 
        元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與土城山櫻社、三峽北大菁英社共同舉辦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活動日期訂於 9 月 16 日(星期三)假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舉行，本社經費預算 30,000 元，活動其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本 
        社擬安排社員輪流於活動攤位發送捐血禮品，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活動安排社友們分組每兩個小時輪班發送捐血民眾禮品讓社友們

更能實際參與本項社區服務，贈送禮品由社長安排。 
 
第四案：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舉辦『環保地球 世界清潔日活動』，活動日期

訂於 9 月 19 日(星期六)假土城浮洲橋下舉行，本活動是否合併 9 月
17 日(星期四)第 963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七分區聯合例會第二次爐邊中秋月光晚會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日期

訂於 9 月 24 日(星期四)合併當日第 964 次例會假上海銀鳳樓舉行，
本次爐邊會由本社主辦，節目安排及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活動請聯誼主委 Andy 與各社協調安排活動節目。 
 
第六案：本社擬於今年度舉行校園反毒宣導活動，預計與桃園私立少年之家

大改樂團共同合作舉辦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社區服務主委 Trading 和 Importer 社友說明活動方案。 
決  議：本活動由社區服務主委安排活動詳細內容後執行，並請社長邀請四

七分區各社參與，預計每所學校所需活動經費約兩萬元，至少安排
三所國中以上學校舉行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第七案：本社是否製作計程車箱宣傳看板宣傳扶輪精神作為本年度公共形象
之活動，費用每台車約一萬元，廣告期間三~五個月，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本社將安排四台車作扶輪宣傳看板，並邀請七分區各社共同參與。 
 
第八案：來賓玉昌工程有限公司 吳玉麟總經理、超峰家具館 黃英峰負責

人、維庭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張永康設計總監、吉澤建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黃竑哲，四位已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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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P.Bicycle(23.09.08) 

Bearing 社友(63.09.09) 

P.P.Scuba 夫人李秋樑小姐(42.09.08) 

Adoah 社友夫人林心潔小姐(64.08.29) 

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小姐(67.09.02) 

Bed 社友夫人洪于婷小姐(62.09.09) 

David 社友夫人林淑娟小姐(53.09.08) 

Green 社友夫人張榮慧小姐(56.09.04) 

James 社友夫人楊碧麗小姐(58.08.28) 

PinJer 社友夫人莊秀芬小姐(60.08.30)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All Line 社友與呂孟霞夫人(88.09.03) 

結婚 16 週年紀念 

Bill 社友與廖文立夫人(78.09.09) 

結婚 26 週年紀念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0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1 名     
   出席人數:…………51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20 名                     

    出 席 率:…………75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ook、 
Branding、Chef、Civil、David、 
Doctor、Manpower、Michael、 
Pin Jer、Quba、Sam、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Machine、Ocean、Roman、 
Stanless、Tim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Page、Plastics、Ray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Polish 伉儷   鶯歌扶輪社 
     D.S.Kenma        鶯歌扶輪社 
     P.P.Horance      鶯歌扶輪社 
     P.P.Gift 伉儷     鶯歌扶輪社 
     P.P.Diamond      鶯歌扶輪社 
     A.G.Lawyer       三峽扶輪社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本社社友來賓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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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59595959999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總監伉儷團隊蒞臨公式訪問總監伉儷團隊蒞臨公式訪問總監伉儷團隊蒞臨公式訪問總監伉儷團隊蒞臨公式訪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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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 D.G.Polish；

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D.G.Polish 伉儷、D.S.Kenma、地區辦公室主任
P.P.Horance、地區公共關係長 P.P.Gife 伉儷、地區年會委會主委 P.P.Diamond、
A.G.Lawyer、D.V.S.Amy、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三重南區社 May 社友、
玉昌工程有限公司 吳玉麟負責人、吉澤建設開發(股)公司 黃竑哲執行副總、維庭
市內設計有限公司 張永康設計總監、超峰家具館 黃英峰負責人、福聚人力資源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 江奕辰先生、岱棱科技有限公司 梁文昌先生、潤來實業有限公司 
王堡平先生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erry準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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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6,000 2. C.P.Yico 3,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Case 1,000 
7. P.P.Scuba 1,000 8. P.P.Blower 1,000 
9. P.P.Building 1,000 10. P.P.Valve 1,000 
11. P.P.Paul 1,000 12. P.P.Spring 1,000 
13. I.P.P.Chiang Ji 2,000 14. P.N.Lawyer 1,000 
15. 秘書 Life 1,000 16. 社友 All Line 1,000 
17. 社友 Braht 1,000 18. 社友 James 1,000 
19. 社友 Media 2,000 20. 總監團隊 6,000 

小計：34,000元 
承上期：164,0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王成志 院長 
講題：為什麼刷牙會流血?  
現任：莒光牙醫聯合診所院長  
學經歷： 
※ 台灣口腔醫務管理學會理事長 
※ 北醫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臨床講師 
※ 前北醫牙科校友會總會長 
※ 美國紐約大學齒列矯正研修 
※ 美國哈佛大學高階植牙班結業 
※ 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雷射植牙醫學會會員 
※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口腔暨顏面美容醫學會

會員專科醫師 
※ 國際植牙醫學會(ICOI)專科醫師 

下週節目~電影欣賞合併例會 
日期：9月3日(星期四) PM6:00 
片名：  
地點：板橋秀泰影城三樓2廳 

社區服務-  
時間：8月28日(星期五)PM 13:00 
地點：中和高中行政大樓 5樓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區服務~大豹溪淨溪暨優良志

工表揚活動 
時間：8月30日(星期日) 
地點：大板根森林温泉渡假村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號) 
活動流程： 
09:00～09:50 與會人員報到 
09:50～10:00 介紹參加單位與貴賓 
10:00～10:45 簡報 
10:45～11:40 假日防溺勤務示範 
11:40～12:20 捐贈及優良志工表揚 
12:20～14:00 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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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峽峽峽峽    扶扶扶扶    輪輪輪輪    社社社社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臨時社成立日期：1998 年 5 月 13 日     R. I. 授證日期：1998 年 6 月 10 日 
輔    導    社：土城扶輪社          總 監特別代 表：陳瑞成(P.P.Top) 
輔  導  主  委：李詩宗(P.P.Owan)    兄    弟    社：玉里扶輪社 
曾    輔    導：大漢溪扶輪社、土城國中扶少團、明德高中扶少團 
現  任  社  長：劉天祥(Timothy)     現  任  秘  書：葉定綱(Power) 
現 有社員人 數：48 人               例會時間：每星期五中午 12：30~14：00 
電          話：(02)8674-2222       辦事處：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 22號 3樓之 1 
傳          真：(02)8671-2002       網    址：http://www.rotarys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