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年度理事當選人名單 
姓名 社名 姓名 社名 姓名 社名 
張茂蓮 Accountant 黃亦白 Golden 李富湧 Land 
江謝瑞 Auto 何仁傑 Hardware 張立群 LED 
陳啟洲 Blower 林裕翔 Health 潘建叡 Ray 
黃鼎發 Camera 蔡東樺 Human 蘇清海 Risen 
江顯皎 Chiang Ji 蕭瑄伯 Jacky 周弘章 Trading 
鄭其發 CNC 孟醒宇 Land   

候補理事 許松祥 Case、阮建茂 Paul、蔡木春 Spring、彭國忠 Importer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訴求身體健康與環保，本社是否將每週例會午餐改為素食，提請 
        理事們討論。(提案人：Risen 社友) 
決  議：因個人飲食習慣不同，有需要素食者另準備素食午餐。 
第二案：新北市長海同濟會將於舉辦寒冬送暖除夕晚會活動，邀請本社協辦 
        此活動贊助經費三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P.E.Lawyer) 
決  議：本社配合辦理贊助三萬元經費參與活動。 
第三案：本社是否贊助華山基金會獨居老人寒冬送暖活動，提請理事們討 
        論。(提案人：Land 社長) 
決  議：請社長前往基金會查訪瞭解是否有實際需求後再議。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5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5165號  
附    件  ：  行程表一、二  
主    旨  ：  函知2016韓國世界年會地區團隊行程及報名資訊，請踴躍

報名參加。  
說    明 ：  
一、2016年國際年會假韓國首爾舉行，日期於2016年5月28日到6月1日，敬 
    邀各社社友踴躍報名註冊，共襄盛舉。 
二、地區將組成2團(各團行程如附)，如欲參加之社友請參考行程後報名團 
    隊。亦請各位與會社友務必自行註冊國際年會，請把握各階段優惠時段 
    進行年會註冊。  
三、為響應本年度RI社長獎中鼓勵社友註冊並使用RI 網站，欲參加年會之 
    社友註冊請自行上網註冊 
    （http://www.riconvention.org/en/seoul/register），註冊相關費 
    用如下：  
    2015年12月15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USD 310。 
    2016年3月31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USD 375。 
    2016年3月31日以後註冊，每人註冊費USD 440。 
    **社友亦可以使用附件表格自行傳真至+1847 556 2194(不建議使用此 
    方法，因傳真可能會有頁面遺漏或不清楚而造成報名延遲並影響優惠價 
    格；另國際扶輪不受理以電子郵件繳交之註冊表，請務必留意)  

 地  區  總  監 ： 邱 添 木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十二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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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鼎發、江顯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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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三次爐邊會議配合日本岡山中央姐妹社來訪，日期訂於元月 
        9 或 17 日以遊艇餐會形式舉行，本活動合併當週例會舉辦，提請 
        理事討論。  
決  議：本活動舉辦日期配合姐妹社來訪時間並合併例會舉行。 
第三案：本社 Mold榮譽社友因腦溢血長期療養，本社是否於歲末年終時前 
        往慰問並致贈慰問金 20,000 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爰往例致贈慰問金並探訪 Mold榮譽社友。 
第四案：本社參加友好社 台東普悠瑪扶輪社授證紀念慶典訂於 10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參加人數、授證往來禮金及交通安排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本社參加台東普悠瑪社授證紀念慶典人員禮金 1000/人及接駁巴士 
        費用，依照參加人數由本社統一支出，本活動是否邀請寶眷參與需 
        理事們討論決議，若要參加台東炸邯鄲的活動需安排於前一日抵達 
        台東並安排住宿，參加人員火車資及住宿費用去年為參加人員自行 
        負擔。 
決  議：本活動參與人數社友及寶眷共 20 位，禮金及交通安排比照去年方 
        式辦理，預定於前一日先抵達台東以參加炸邯鄲及授證紀念慶典活 
        動。 
第五案：本社春季旅遊日期及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由聯誼主委安排三個提案後再議。 

                李富湧 社友                 鄭其發 社友                 

             榮任 2016~2017 年度           榮任 2017~2018 年度 

                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賀賀賀賀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10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90 名     

   出席人數:…………60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0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 

Bearing、Branding、Chef、 

Manpower、Michael、Page、 

Pin Jer、Sam、Wood、Enter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achine、Paul 

Roman、Trading、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ndy、Quba、Whole、Yico、Golden 

Stone、Human、Bill、Jerry、Mov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Michael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P.N.Andrew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Tina 執行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吳士宗 先生          本社 

     孝鳳梅 小姐          本社 

     秦曉蕊 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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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7597597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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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Michael 秘書、P.N.Andrew、社友 Serina、執行秘書 Tina、乙豐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 吳士宗先生、新北市新住民關懷協會 肖鳳梅理事長、秦曉蕊幹事以及本社社友
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Building、Andy 社友、HPO 社友、Sam 社友、Camera 社友夫人

吳玟諭小姐、Service 社友夫人楊秋萍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age 與許菁菁夫人結婚 11 週年紀念、Jeff 社友與洪玲秀夫人結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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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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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1,000 4. P.P.Ball 1,000 
5. P.P.Case 1,000 6.  P.P.Blower 1,000 
7. P.P.Thermo 1,000 8. P.P.Valve 1,000 
9. P.P.Spring 1,000 10. I.P.P.Chiang Ji 1,000 
11. P.E.Lawyer 1,000 12. P.N.CNC 1,000 
13. 秘書 Life 1,000 14. 社友 All Line 2,000 
15. 社友 Alex 1,000 16. 社友 Andy 1,000 
17. 社友 Barcode 1,000 18. 社友 Banker 1,000 
19. 社友 Book 1,000 20. 社友 Civil 1,000 
21. 社友 Camera 1,000 22. 社友 Stanless 1,000 
23. 社友 Service 1,000 24. 社友 Doctor 1,000 

小計：27,000 
承上期：356,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周黛莉 老師 
講題：宋朝藝術美學~蘇軾 寒食帖 
現任：兆訊科技負責人、大豐國小故 
      事團團長、大豐國小 三玉國小  
      麗林國小 中正國小家長成長 
      班、崇光女中家長讀書會 藝術 
      史講師 
學經歷： 
※ 宏廣卡通剪接部主管 
※ 東森電視節目部後製 
※ 基色廣告公司創意總監 
  中國的第三大行書，寫盡東坡居士
一生的顛沛流離，及對生命豁達。經
過生命那麼大的歷練才有這樣的覺
悟，完全不經意，字大小不一，錯字
白字，精彩在他根本就沒想把它寫成
書法，正是個人生命在經歷過這麼多
苦難後擠壓出來的精華，不已形似，
而在內在精神上的完全豁達，把平常
的緊張和刻意放鬆，把生命的歷練豁
達的表現出來。 
  寒食帖是被公認蘇軾最好的作品，
後有黃庭堅.董其昌.乾隆……等的提
跋，藝術變成一種文件，變成歷史上
見證。 
  這堂課我們藉由詩.書.畫來了解蘇
軾的一生 

下週節目 
日期：12月24日(星期四) 

講師：土城頂埔國小 華志仁校長 

講題：頂埔國小介紹 

※會後前往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捐贈

經費及物資，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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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    

JeffJeffJeffJeff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63.12.22)(63.12.22)(63.12.22)(63.12.22)    

祝福您們周年快樂祝福您們周年快樂祝福您們周年快樂祝福您們周年快樂    

P.P.Thermo 與李素招夫人 

結婚 39 週年紀念(65.12.20) 

I.P.P.Chiang Ji 與劉淑伶夫人 

結婚 39 週年紀念(65.12.18) 

LED 與郭沛伶夫人 

結婚 21 週年紀念(83.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