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三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3 月 24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黃鼎發 林裕翔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阮建茂 蘇清海 蔡木春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二月份收支報告表（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傑誠工程有限公司 陳瑞光總經理、金德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德總經理兩位已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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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3490 地區年會於 4 月 23.24 日假新莊頤品飯店舉行，本活動擬合 

        併 4 月 21 日(星期四)第 994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將針對土城區域附近四所國小(土城國小、頂埔國小、安和國 

        小、介壽國小)清寒學童舉辦愛心眼鏡配送活動，將各校提出需要 

        配鏡的清寒學童約 200 個名額，提供驗光及佩戴適合眼鏡一付，費 

        用由本社負擔 550 及眼鏡公會補助 250 元，預計於五月中旬開始這 

        項社區服務，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請主辦單位來詳細說明後再議。 

 

第五案：捐贈台南震災之捐款由於社會各界踴躍捐獻，受贈單位表明已無須 

        再捐款因此本社社員捐款將依總監指示全數退回給捐款人，另日本 

        岡山中央姐妹社來訪時亦對此有捐贈義援金日幣十萬元整，此筆款 

        項將如何處理或運用，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請議員協助將日本姐妹社捐款捐於台南地震受災戶。 

 

第六案：本社社員 Absorber、Aircon、Agent、Golden 四位由於工作因素無 

        法繼續參加本社例會及活動提出退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一、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擔任地區 RYE 的 YEO 委員參加地區舉辦之 RYE 講習會擬比照社 

        員參加地區講習會辦理，註冊費用本社負擔，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鶯歌有一個父母雙亡的清寒家庭，家中兩姐妹獨立生活，本屆擬補 

        助每月一萬元生活費至六月底止共三個月，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請下屆社長於理事會中提出此案再討論是否繼續此 

        項補助。 

 

第三案：本屆擬製作社友及寶眷之統一 Polo 衫，可於各項活動時為統一服 

        裝，所需經費約十萬元由本社社費支出不另收取，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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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JaJaJackyckyckycky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56.03.30)(56.03.30)(56.03.30)(56.03.30)    

JeffJeffJeffJeff 社友夫人洪玲秀社友夫人洪玲秀社友夫人洪玲秀社友夫人洪玲秀    

(68.04.03)(68.04.03)(68.04.03)(68.04.03)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週週週週年快樂年快樂年快樂年快樂    

StanlessStanlessStanlessStanless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與與與與潘素文潘素文潘素文潘素文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結婚結婚結婚結婚 17171717 週年紀念週年紀念週年紀念週年紀念    

(88.04.04)(88.04.04)(88.04.04)(88.04.04)    



 

 
 
  例會事項報告     03 月 24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103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6 名         
缺席人數:…………32 名                     

    出 席 率:…………68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Anderson、Barcode、Bill、Book、 
Branding、Chef、Civil、Fire、 
Gary、Golden、Grind、Jeff、 
Jerry、Manpower、Marco、Media、 
Michael、Nick、Pin Jer、Sam、 
Sean、Steven、Pro、Ricky、 
Stanless、Tile、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bert、Chiang Ji、Human、 
Machine、Paper、Roman、Thermo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l Line、Andy、Auto、Blower、 
Enter、Gold、Importer、Jack、 
Marble、Nikon、Page、Printer、 
Ray、Stone、Trading、Wine、Yico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郭育舜 老師         講師 
     林建德 伉儷       P.P.Paul  
     莊逸豐 先生       P.N.CNC 
     蕭錫座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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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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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誼活動由本社 Designe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郭育舜

老師，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友社社友及來賓：宇峰機械有限公司 莊逸豐負責人、
金德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德總經理伉儷、合信蔘藥食品有限公司 蕭錫座負責
人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Orange 社友、Jacky 社友夫人林麗珍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E.Lawyer 與羅文汝夫人結婚 31 週年紀念，Agent 社友與郭美華夫

人結婚 16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相親相愛、甜甜蜜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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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VC 1,000 
3. P.P.Valve 1,000 4. P.P.Paul 1,000 
5. P.P.Spring 1,000 6.  P.E.Lawyer 1,000 
7. P.N.CNC 1,000 8. 秘書 Life 1,000 
9. 社友 Banker 1,000 10. 社友 Camera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社友 Jacky 1,000 
13. 社友 Orange 1,000    

小計：15,000 
承上期：565,000 元 

歡  迎  新  血  輪  加  入 

 

姓名：陳瑞光 現職：傑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Panray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 221 號 7 樓 

生日：53.05.07 電話：2687-2965 

夫人姓名：張麗鳳 結婚日期：82.12.14 

 

介紹人：Tim 社友 職業分類：裝潢業 

姓名：林建德 現職：金德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Goods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284 號 2 樓 

生日：61.07.12 電話：2848-7993 

夫人姓名：陳秋萍 結婚日期：89.01.01 

 

介紹人：P.P.Paul 職業分類：國際貿易 

本週節目 
講師：楊士進 老師 
講題：創新創業趨勢與風潮 
現任：皓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學經歷： 
※ 美國德州A&M大學行銷博士班研究 
※ 美國德州A&M大學電腦學系碩士 
※ 美國德州A&M大學企管碩士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圓夢計畫」
創業顧問 

※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理事 
※ 電視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 虹智科技-董事 
※ 香港金隼科技-董事 
※ 幼發拉底知識文化事業-董事 
※ 陽慶電子-執行副總暨發言人 
※ 研華公司-產品及業務經理 
※ 中國生產力中心-工程師 
※ 工研院-技術商品化評審委員 

 

下週節目 
日期：4月7日(星期四) 
講師：范玉玲 老師 
講題：如何擁有個人形象魅力 
 

扶輪慈善歌唱比賽準決賽 
日期：4月1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6:00開始比賽 
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 
本社參加決賽人員：Andy 社友 
※ 請共襄盛舉一同來為 Andy 加油打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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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