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九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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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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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第十九屆八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將捐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身心障礙者經費三萬元，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典禮(年度經費二萬)及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土城國中清寒獎助金活動(經費一萬元)，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 日(星

期五)假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圖書館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第七分區共同舉辦社區服務-節能盃自行車賽，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4 日(星期日)舉行，本社提供活動經費三萬元整由土城扶輪社統籌辦

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 10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職業參訪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職業服務主委 Designer 說明。  

決  議：本社將安排參觀 P.P.Hoist 新開幕之真善美博物館，行程及活動安

排由職業服務主委安排，本活動合併 10 月 22 日第 968 次例會舉行。 

第六案：本社將於 10 月 29(星期四)舉辦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本

社將由本社五位社員推薦適當人選予以表揚，提請理事們討論推薦

社員。    

決  議：優良員工表揚活動由尚未推薦過優良員工的五位社友：Life 秘書、

Andy、Camera、Printer、Tranding 每人提供一位名單。 

第七案：本社秋季花蓮兩日遊由於報名踴躍目前參與人數已達 136 人，交通

方式目前旅行社提案搭乘火車(分二至三個班次)或遊覽車(車程約

3.5 小時)前往，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由於花蓮路途遙遠因此交通以鐵路為主到花蓮再安排遊覽車接駁，

火車訂票相關事宜由秘書 Life 安排，並將參加人員依撘乘遊覽車分

成四組，組長：1.I.P.P.Chiang Ji；2.P.P.Spring；3.Andy；

4.Printer負責搭車人員的編排及車票發送。 

第八案：本社與第七分區土城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三峽北大菁英扶輪

社四社預計共同製作計程車車箱宣傳看板宣傳扶輪精神，每社分攤

費用一萬元，是否改於公車車廂上製作大型宣傳廣告，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經討論後將宣傳車廂改為公車廣告看板，由公共關係主委 LED 統籌

安排相關事宜。 

 

第九案：本社擬於中秋節向唐氏症基金會庇護商店購買月餅贈送台北市啟明
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約 99 人)，宣揚扶輪服務精神讓愛雙倍轉動，
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公共關係形象主委 LED 說明計畫內容。 
決  議：本社編列五萬元預算完成本項社區服務。 
第十案：本社來賓福聚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江奕辰總經理、岱稜科

技有限公司 梁文昌總經理、百進再生有限公司 吳科進總經理、聚
亨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鄭凱元總經理、峻天企業有限公司 蕭瑄伯總
經理，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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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案：本社 Absorber 社友及 Bed 社友由於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出席例會，

提出退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針對校園反獨計畫一案日前已與桃園少年之家大改樂團的張主任討 
        論過確認此計劃可執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先於土城地區學校聯絡安排時間，目前先試辦兩所學校時間配合大 
        改樂團與學校協商安排於十一月份之後舉行。 
第二案：本社希望針對土城地區學校的清寒學生安排長期的補助，這樣對孩 
        子的發展及未來有比較好的安排，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 
         P.P.Thermo) 
決  議：先請社長與秘書到土城區學校瞭解有多少這方面需求的學子後再 
        議。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10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1 名     
   出席人數:…………4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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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26 名                     

    出 席 率:…………67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ook、 
Branding、Chef、Civil、HPO、 
Manpower、Media、Michael、Page、 
Pin Jer、Ricky、Sam、Stanless、 
Whole、Wood、Yico、Marble、 
Jerry、Jeff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Helath、Machine、Quba、 
Roman、Jimmy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Banker、Blower、Building、James、 
Paul、Braht、Doctor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易天華 老師          講師 
     Fanny 社長       土城山櫻扶輪社 
     P.N.Fen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Lisa 秘書        土城山櫻扶輪社 
     Amanda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Chris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Dona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Hana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Joyce Huang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Lilian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Sunny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及來賓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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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6296296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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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華老師；接下來

歡迎蒞臨貴賓：土城山櫻扶輪社 Fanny 社長、P.N.Fendy、秘書 Lisa、社友 Amanda、
社友 Chris、社友 Dona、社友 Hana、社友 Joyce Huang、社友 Lilian、社友 Sunn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福聚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江奕辰先生、百
進再生有限公司 吳科進總經理、峻天實業有限公司 蕭瑄伯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
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Spring、Life 秘書、Tim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Civil 社友與張淑娟夫人結婚 19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共

享生命的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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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Plastics 1,000 4. P.P.Case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Valve 1,000 
7. P.P.Spring 1,000 8. I.P.P.Chiang Ji 2,000 
9. P.N.Lawyer 1,000 10. 秘書 Life 1,000 
11. 社友 Andy 1,000 12. 社友 Paper 1,000 
13. 三峽扶輪社餐費 3,000    

小計：18,000 元 
承上期：213,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驥 老師  
講題：生活中不可承受的浪漫 
現任：優兒親子教育集團教育顧問 
學經歷： 
※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 台北市立圖書館說故事林老師志

工 
※ 中國國家職業心理諮詢師二級 
※ 美國國家催眠師學會（National 
Guild of Hypnotists ,NGH)認證
催眠治療師 

※ 上海復旦大學EMBA 
※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 
※ 上海張怡筠情商工作室講師 
 

下週節目 
日期：10月1日(星期四) 
講師：陳春諒 All Line社友 
講題：職業分享- 
        房地合一稅制影響與建議 

社區服務-捐贈台北市啟明學校

中秋禮盒 
時間：9月25日(星期五) AM 9:50 
地點：台北市啟明學校三樓會議室 
(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 巷 1號)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區服務~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

典禮暨清寒獎學金頒贈儀式 
時間：10月2日(星期五) AM10:00 
地點：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閱覽室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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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    金 榜 題 名 
Wine 社友千金 侯乃云 考取國立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Roman 社友公子 黃子傑 考取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All Line 社友(51.09.25) 

All Line 社友夫人呂孟霞小姐(60.09.24) 
I.P.P.Chiang Ji 夫人劉淑伶小姐(43.09.25) 

Doctor 社友夫人陳雅雯小姐(65.09.29)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Printer 社友與 
賴思寰夫人 

結婚 16 週年紀念 
(88.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