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年年年年    資資資資    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推薦人    

昭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杉 經理 8 年 Andy 社友 

玖旺貿易(股)公司 陳麗方 財務經理 10 年 Camera 社友 

南山人壽 欒品圖 業務主任 2 年 Life 秘書 

王子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黃文彬 印前組組長 19 年 Printer 社友 

士緯貿易有限公司 柳佳鈴 業務經理 10 年 Trading 社友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十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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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醒宇、李富湧、

郭垚芳、阮建茂、蘇清海、蔡木春、葉萌昌、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秋季旅遊活動因參與社友人數眾多，提請 10 月 29 日(星期四) 

        第 969 次例會休會乙次，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是否贊助新北市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獨居老人送餐經費，提請 

        理事們討論。  

說  明：新北市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每日為土城地區約四十名獨居老人送午 

        餐和晚餐，每餐便當費用 60 元，中午的經費有區公所申請補助， 

        晚餐經費為協會自籌款，每月約一萬元。 

決  議：本案援往例捐贈三萬元予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辦理老人送餐服務。 

第四案：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甘樂文創課後陪讀計畫儀式訂於 10 月 

        12 日下午六時假小草書屋舉行，活動費用每社三萬元並由三峽北 

        大菁英扶輪社統籌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員工表揚及參訪活動 

        日期訂於11月10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假板橋火車站舉行，活動費用 

        一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本社將與桃園少年之家大改樂團合作舉辦-校園反毒活動活動，第  

        一場將於 11 月 27日(星期五)在中華中學禮堂下午 2:00-4:00 舉 

        行，本次活動經費約五萬元/場並希望社員全體參與共同推廣給孩 

        子們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八時三十分假大阪根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是否合併 11月26日(星 

        期四)第 973次中午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由於活動需要本社擬添購一組麥克風迷你手提式無線擴音機，費用

兩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本社參考友社之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運作辦法，將制訂本

社之RYE運作辦法以供本社未來提出 RYE申請與接待家庭及本社RYE

委員會運作原則及相關事項之公平公正之參考辦法，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請地區 RYE 委員 P.P.Building 參考各社之運作辦法後擬定本社青

少年交換委員會運作辦法草案，再由本社 RYE 委員開會討論制訂完

整規章後，再提案由本社理事會審查。 

二、 臨時動議：無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名單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8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3 名     

   出席人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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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Barcode、 

Bearing、Branding、Chef、Civil、 

Manpower、Michael、Page、 

Pin Jer、Ricky、Sam、Whole、 

Wood、Fire、Marble、Jeff、 

Jerry、Alex、Louis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LED、Machine、 

Media、Hu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l Line、Auto、Importer、James 

Printer、Stanless、Doctor、Ston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Roman 社友            講師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陳立軒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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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696969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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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社友；接下來

歡迎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社友、云享科技有限公司 陳立軒經理
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aul、Adoah 社友、Auto 社友、Printer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

快樂！ 
2. 結婚週年：James 與楊碧麗夫人結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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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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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3. P.P.Case 1,000 4. P.P.Valve 1,000 
5. P.P.Paul 1,000 6.  P.P.Spring 1,000 
7. P.N.Lawyer 1,000 8. 秘書 Life 1,000 
9. 社友 Ray 1,000 10. 社友 Roman 2,000 
11. 社友 Enter 1,000    

小計：15,000 元 

承上期：260,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楊志雄 老師 
講題：從經營之神胡雪巖看管理 
現任：國立中正紀念堂華人文化公益 
      講座執行長、華人文化傳播公 
      司經營顧問、百順資訊管理顧 
      問公司總經理、中國式管理研 
      究機構專案經理 
學經歷： 
※ 師範大學華人管理研究所碩士 
※ 師大華人管理研究所、工研所博士
班講師 

※ 美國西北大學企管研究所 EMBA班
特約講師 

※ 企管公司管理顧問 

下週節目-職業參觀活動 
日期：10月24日(星期六) AM 9:30 
地點：真善美人文館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 16張113號) 
程序： 
AM 09:30~10:00 集合(自行開車) 
AM 10:00~12:00 職業參訪 
PM 12:00~13:30 中午餐敘 
PM 13:30~ 自由參訪台灣紅茶公司、 
          關西豫章堂羅屋房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報名請 
   向執秘陳小姐登記！ 

秋季花蓮兩日遊活動 
日期：10/31-11/1(六.日) 
集合時間：10/31AM6:10板橋車站大廳 
搭乘火車班次： 
去程：莒光 74 車次 AM 06:54 
回程：莒光 71車次 PM 17:32 
※ 參加人員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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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Enter 社友(74.10.29) 
James 社友(57.11.04) 
Paper 社友(35.10.29) 
Ricky 社友(60.10.16) 
Roman 社友(55.10.31) 

P.P.Case 夫人方玉雪(41.10.22) 
Agent 社友夫人郭美華(61.10.19) 
Health 社友夫人馮淑華(62.10.23) 
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55.10.16) 
Rick 社友夫人張靖潔(63.10.29)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 

結婚 32 週年紀念(72.10.18) 
Doctor 社友與陳雅雯夫人 

結婚 12 週年紀念(92.10.25) 
Health 社友與馮淑華夫人 

結婚 11 週年紀念(93.10.26) 
HPO 社友與黃寶蓮夫人 

結婚 35 週年紀念(63.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