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四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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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阮建茂 呂理論 蘇清海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三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五次爐邊會議暨母親節女賓夕活動日期、地點，提請理事們 
        討論。 
說  明：第五次爐邊會爐主：P.P.Manpower、P.P.Ball、P.P.Blower、 
        P.P.Thermo、社友 Andy、Auto、Book、Camera、Designer、Ocean、 
        Printer、Quba、Ray、Whole、Tom、Travel、Marco、Gold、Gary、 
        Anderson、Pro、Steven、Nicky、Grind、Connector、Alumi、Goods、 
        Panray 以上 28 位。  
決  議：活動日期訂於 5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地點由爐主討論後決定， 
       本活動合併當日例會舉行。 

第三案：本社第十九屆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活動地點訂 
        於新莊典華會館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年度授證事務委員會主委由P.P.Spring擔任，授證各
項工作職務安排及人員招集全權委由主委負責。 
 
二、 臨時動議：無 

 

第 26 屆地區年會活動花絮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C.P.Yico(25.05.10) 

Panray 社友(53.05.07) 

Bill 社友夫人廖文立 

(53.05.05) 

Milhael 社友葉慈慧 

(52.05.05)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P.P.Manpower 與何雲泖夫人 

結婚 44 週年紀念 

(61.05.09) 

 



 

 
 
  例會事項報告     04 月 14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101 名     
   出席人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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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名                     

    出 席 率:…………69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gent、Anderson、Barcode、 
Branding、Chef、Civil、David、 
Enter、Fire、Gary、Grind、Jeff、 
Jerry、Look、Machine、Manpower、 
Marco、Media、Michael、Nicky、 
Ocean、Page、Pin Jer、Pro、Rick、 
Ricky、Sam、Sean、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bert、Green、Human、Jacky 
 Roman、Stanless、Travel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l Line、Bill、Blower、CNC、 
Connector、Doctor、Gold、Health、 
Jack、Money、Move、Nikon、Ocean、 
Quba、Stone、Til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V.S.Amy            講師 
     Serina         三峽北大菁英社 
     潘欽章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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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本社 And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D.V.S.Amy，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潘欽章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Agent 社友、Tim 社友、Whole 社友、Media 社友夫人吳秋儀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C.P.Yico 與張佳美夫人結婚 20 週年紀念、P.P.Case 與方玉雪夫人

結婚 40 週年紀念、Accountant 社友與黃寶珍夫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Branding
社友與劉玉梅夫人結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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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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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1,000 
5. P.P.Valve 2,000 6.  P.P.Paul 1,000 
7. P.P.Spring 1,000 8. P.E.Lawyer 1,000 
9. I.P.P.Chiang Ji 1,000 10. 社友 Alumi 1,000 
11. 秘書 Life 1,000 12. 社友 Book 1,000 
13. 社友 Andy 2,000 14. 社友 Jimmy 1,000 
15. 社友 James 1,000 16. 社友 Steven 1,000 
17. 社友 Ray 1,000 18. 社友 Wine 1,000 

小計：24,000 
承上期：615,000 元 

歡  迎  新  血  輪  加  入 

 

姓名：蕭錫座 現職：合信蔘藥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Ginseng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28 號 

生日：61.10.22 電話：2549-0686 

夫人姓名：宋琴琴 結婚日期：98.04.08 

 

介紹人：Goods 社友 職業分類：中藥材 南北貨食品 

姓名：陳瑞洲 現職：睿洲超跑改裝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Super 地址：桃園縣大園鄉國際路二段 742 號 

生日：67.04.09 電話：03-383-2618 

職業分類：車體改妝業 

 

介紹人：Jacky 社友 

本週節目~第五次爐邊會暨母親

節女賓夕活動 

時間：5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6:00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號) 
爐主：P.P.Manpower、P.P.Ball、
P.P.Blower、P.P.Thermo、社友 
Andy、Auto、Book、Camera、Designer、
Ocean、Printer、Quba、Ray、Whole、
Tom、Travel、Marco、Gold、Gary、 
Anderson、Pro、Steven、Nicky、
Grind、Connector、Alumi、Goods、 
Panray敬邀！ 
 

下週節目 

日期：5月12日(星期四) 
講師：楊乃燕 小姐 
講題：如何協助孩子提升注意力 
※ 會後召開五月份理事會議及 20 屆

理事當選人第二次會議，請相關人
員留步開會！ 

 

2016-17 年度地區訓練會 
日期：5 月 15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30 報到 10:00開會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號) 
參加人員：P.E.Lawyer、Risen、
Accountnat、Auto、P.P.Blower、
P.N.CNC、P.P.Hardware、Ray、
Trading、L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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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