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屆八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8 月 11 日 
主席：李富湧 社長 
紀錄：蘇清海 秘書 
出席理事：江謝瑞 李清崑 黃鼎發 江顯皎 鄭其發 何仁傑 陳威達 蔡東樺  
          李富湧 潘建叡 蘇清海 蔡木春 周弘章 ㇐、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社友 Albert、Steve 兩位因工作因素無出席例會及活動提出退 
        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通過 Albert 退社申請，Steve 今年度接任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之 
        職務，請社長再次挽留後再議。 
第二案：七分區聯合例會第二次爐邊中秋月光晚會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日期 
       訂於 9 月 8 日(星期四)擬合併當日第 1014 次例會假鼎上食府舉 
       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社區服務-捐血活動，活動日期訂於 9 月 21 日(星期三)假土城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舉行，本社經費預算 30,000 元，活動其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本社擬安排社員輪流於活動攤位發送捐血禮 
       品，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依分組表安排活動工作人員負責個時段禮品分發工作。 
第四案：本社兄弟社台東普悠瑪扶輪社提案希望本社參與社區服務-尼伯特 
        颱風災後環境衛生病媒蚊防治計畫，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詳閱附件一。 
決  議：本社贊助此項活動經費三萬元，另由 P.P.Spring 提供一千份滅蚊 
        片提供於此項社區服務中使用。 
第五案：本社第 1015 次例會適逢中秋佳節提請休會乙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請理事們討論本社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RYE)委員會運作辦法。 
說  明：詳閱附件二，並請地區 RYE 委員會副主委 P.P.Building 說明。 
決  議：理事會一致通過此項運作辦法，本辦法於社內公布後開始施行。 二、 臨時動議：無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之主要目的 
一、激勵與獎勵 

1. 激勵扶輪社員積極參與扶輪社和地區的服務計劃及活動。 
2. 獎助卓越扶輪服務計劃並表彰對地區有傑出貢獻的扶輪社員。 

二、宣導與輔導 
1. 宣導各社扶輪社員今年國際扶輪年度主題及重視重要的扶輪問題。 
2. 對小而美之社給予特別關懷。 

三、協助與幫助 
1. 協助各社社長擬定年度計劃，並提供有效資源幫助各社完成各種服務 
  計劃。 
2. 幫助瞭解各社社務並協助加強各社社務。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之程序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主要有：訪談會議及在例會中公開演講二個主要項目。 

一、訪談會議 
1. 時程：每社75~90 分鐘。 
2. 時間：另行通知。 
3. 參加人員： 

各社：必要參加人員：社長、秘書、財務、社長當選人、副社長、五大主 
委、幹事及相關人員( 由社長指定)。各分區：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區：秘書長。 

4. 內容： 
a. 職業分類表是否為最新資料，已填充之職業分類是否正確。 
b. 扶輪社章程及細則是否繼續有效，RI 已修定條文是否已參照修 
   正，細則有無修改之必要。 
c. 社員增加計劃如何( 最近年度社員增減情形，檢討) 是否有無計劃 
   輔導成立新社。 
d. 有無訂立長期策略計劃並培養領導人。 
e. 工作計劃及節目。 
f. 有無新社員輔導計劃及成立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或社 
   區服務團。 
g. 出席各項會議( 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地區講習會、地區年會、國 
   際年會、埠際會議、扶輪地帶研習會等) 之規劃宣導及推動。 
h. 參與扶輪基金活動及推動。 
i. 預算編列是否符合服務計劃及比例。 
j. 秘書必須於每月迅速報告社員數及出席率之重要性。 
k. 處理扶輪社營運之問題時，應使用『程序手冊』。 
l. 協助達成RI 社長獎及總監獎項等。 

二、參加例會 
地區總監透過參加例會演講方式，向所有社友宣導及傳達下列訊息： 
1. 國際扶輪總社年度主題及年度目標。 
2. 地區服務計劃及地區年度目標。 
3. 激勵各社努力達成地區工作目標與獎勵獎項，並全部獲得國際扶輪社 
   長獎。 

總監公式訪問前，各社應準備之事項 
(一)、社務行政會議 

各社依據地區服務計劃及年度工作目標，配合擬定各社之年度計劃，最遲於
總監公式訪問三週前召問社務行政會議，討論年度計劃之執行及推動，並應
邀請分區之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列席，協助諮詢及給予建議，會中以「工
作檢查表」為討論中心，並列出於總監公式訪問時，與總監訪談檢討及應請
教之事項，在舉行此項社務行政會議以前，宜由各委員會主委召開各委員會
議，先檢討工作計劃及準備與總監訪談之事項，並於「社務行政會議」中提
出檢討。 

(二)、相關資料及接待事宜 
1. 提供「扶輪社工作計劃草案」與「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並儘速寄給總 
   監。 
2. 檢討「準備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工作檢查表」之各項工作是否辦理。 
3. 製作「職業分類表」準備與總監檢討。 
4. 通知全體社友總監公式訪問之訊息： 
 (a)於例會中數次宣佈總監公式訪問參加例會日期，並提醒全體社友參加。 

     (b)於社刊連續刊登總監訪問訊息，並促全體社友參加。 
5. 各社對於應參加總監公式訪問「訪談會議」之社友，應告知其訪談時間及 
   地點，並提醒其準時參加。 
6. 對於必須參加「社務行政會議」社員( 包括社長、社長當選人等各職委員 
   各理事、各委員會主委及新社友)，告知其「社務行政會議」時間及地點， 
   並提醒其準時參加。 
7. 於舉行會議前一日，再度以電話個別聯絡每位職員、理事、委員會主委， 

       如有因故不能出席者，預請委託代表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1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38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9 名         
缺席人數:…………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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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Alex、Barcode、Bill、 
Civil、David、Grind、Jeff、 
Jerry、Look、Machine、Manpower、 
Marble、Michael、Nicky、Ocean、 
Page、PinJer、Rick、Ricky、Sam、 
Steve、Tim、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ccountant、All Line、Jimmy、 
Roman、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lumi、Andy、Fire、Health、Jack、 
Land、Pro、Stone、Woo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蕭 堯老師           講師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土城東區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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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 次例會 

◆ 下午依時整，由土城中央社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Ra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蕭 堯老師；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無  
   2.結婚週年：Camera 社友與吳玟諭夫人結婚 17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秘書報告由土城中央社社秘書 Risen 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HPO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0,000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uilding 1,000 4. P.P.Valve 1,000 
5. P.P.Chiang Ji 1,000 6.  P.N.CNC 1,000 
7. 秘書 Risen 1,000 8. 社友 Braht 1,000 
9. 社友 Camera 

1,W 
1,000 10. 社友 HPO 2,000 

11. 社友 Human 1,000 12. 社友 Importer 1,000 
13. 社友 Paper 1,000 14. 社友 Printer 1,000 
15. 社友 Ray 1,000 16. Blower 公子 10,000 

小計：30,000 
承上期：109,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蔡安和 先生 
講題：珠寶工藝分享 
現任：『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理事、『台
灣珠寶設計師協會』常務理事、『台灣創
意珠寶設計師協會』常務理事、『意形珠
寶有限公司』設計團隊負責人、『TSAI AN 
HO ART JEWELRY』蔡安和藝術珠寶創辦人 
學經歷： 
1999 年創立「意形珠寶金工工作室」 
2008 年金銀珠寶飾品加工乙級技術士證 
2008 年 10 月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展覽 
2012 年 台灣工藝競賽作品入選 
2013 年兩岸三地珠寶首飾大賽｢華寶獎｣ 
        －金奬 
2014 年成立 Tsai An Ho Art Jewelry 個 
       人品牌 
2015 年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評鑑委員 

下週節目~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8月25日(星期四) 
講師：D.G.Concrete 
講題：總監專題演講 
公式訪問行程： 
AM10:30~11:00 迎接總監伉儷團隊 
AM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提 
              名人、秘書會晤 
AM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總監 
              團隊與五大主委會晤 
AM12:10~13:00 餐敘 
PM13:00~14:00 例會、總監專題演講 
相關人員請準時出席！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安隊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0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三峽區介壽路號) 
※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李富湧 Lawyer  秘書：蘇青海 Risen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