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6-2017 年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 簡介 
                        姓    名：謝木土 
                        夫人姓名：林新治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建築業-建設營造業 
                        學    歷：台北工專畢業 
                        現    職：入進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通 訊 處：基隆市武隆街 91 號 2 樓 
                        電    話：02-27647093 
                        傳    真：02-27674941 
                        Email：o_cat1216@hotmail.com                         
基隆東南扶輪社經歷 
1992 年 3 月 25 日入社 
2001-2002 年度  理事、秘書 
2005-2006 年度  國際服務理事 
2008-2009 年度  社長當選人 
2009-2010 年度  社長 
地區服務經歷 
2010-2011 年度  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年度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年度  基隆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年度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5-2016 年度  地區總監當選人 
獎章 
1996-1997 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9-2010 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 MG#70756 
2009-2010 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 MG#71859 
2012-2013 年度  累積捐獻達 US$10,000 
2014-2015 年度  捐獻扶輪基金 US$50,000 

捐獻扶輪基金-指定用途 GG1527014 
               捐獻根除小兒痲痺基金 US$1,000 
捐獻 
2013-2014 年度  WCS「越南中部貧童醫療矯治計劃」經費 
2014-2015 年度  阿奇可蘭夫會員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祕書⾧林金城 D.S.Jack簡介 
                      姓    名：林金城 
                      英文綽號：Jack 
                      夫人姓名：林葉選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退職社友 
                      通 訊 處：203 基隆市安一路 81 號 
                      電    話：02-2221799 
基隆東南扶輪社經歷 
1988 年 3 月 10 日入社 
1989-1993   至澳洲工作 
1994-1995 年度  總務委員會主委 
1995-1996 年度  國際服務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7-1998 年度  節目委員會副主委 
1998-1999 年度  泰國清萊姊妹社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年度  社刊委員會副主委 
2000-2001 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1-2002 年度  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3-2004 年度  節目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理事、秘書 
2006-2007 年度  高爾夫球活動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節目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年度  助理糾察、聯誼委員會主委、扶輪行政委員會理事 
2009-2010 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副社長 
2011-2012 年度  社長、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主委、建物維修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年度  理事、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年度  理事、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汐止社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年度  高爾夫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年度  膳食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年度  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地區服務經歷 
2012-2013 年度  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年度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年度  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2015-2016 年度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員 
獎章 
1995-1996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1-2012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6-17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Judy 簡介 
                 姓    名：彭葉蓮珠             英文綽號：Judy 
                 所 屬 社：土城山櫻扶輪社       職業分類：營造業 
                 現    職：上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2221799 
                 通 訊 處：土城區青雲路 172 巷 15 號                    
                 土城山櫻扶輪社經歷 
                 入社日期：2004 年 3 月 24 日 
                 2004-2005 扶輪家庭主委     2005-2006 社區發展主委 
                 2006-2007 公共關係主委     2007-2008 職業分類主委 
                 2008-2009 服務計劃主委、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社長當選人、行政管理常任主委、社務服務主委 
                 2010-2011 社長、姑爺聯誼主委、扶輪家庭寶眷主委 
2011-2012 理事、社員常任主委、獎助金主委扶輪之友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理事、防止社員流失主委、獎學金主委、顧問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扶輪基金主委 
2014-2015 社員發展主委 
2015-2016 獎學金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2011-2012 地區每位扶輪社員，每年捐獻推動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巨額捐獻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地區扶輪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捐贈基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獎章 2012-2013 巨額捐獻人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1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6 名     
   出席人數:…………3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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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26 名                     

    出 席 率:…………65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umi、Barcode、Book、Civil、 
David、Doctor、Grind、Importer、 
Jeff、Jerry、Look、Manpower、 
Marble、Michael、Nicky、Ocean、 
Page、PinJer、Pro、Rick、Ricky、 
Sam、Steve、Stone、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Andy、Green、Machine、 
Paul、Roman、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raht、Case、Health、Human、 
Jaysjinnet、Land、PV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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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安和 先生          講師 

     A.G.Ju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D.V.S.Cut         土城扶輪社 

     C.P.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黃維沙 先生        Risen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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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一時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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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安和先生；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貴賓：A.G.Judy、D.V.S.Cut、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維印印刷有
限公司 黃維沙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Jerry 社友 、Designer 社友夫人洪美繁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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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P.P.Valve 1,000 
3. P.P.Spring 1,000 4. P.P.Chiang Ji 1,000 
5. P.N.CNC 1,000 6.  秘書 Risen 1,000 
7. 社友 Alex 1,000 8. 社友 Designer 1,000 
9. 社友 HPO 

1,W 
2,000 10. 社友 Ray 1,000 

11. P.N.Stanless 5,000    
小計：18,000 

承上期：127,000 元 

 

姓名：黃維沙 現職：維印有限公司 經理 

社名：Hunter 地址：新莊區富國路 19 巷 5 號 5 樓 

生日：65.07.22 電話：2903-6355 

夫人姓名：馮棋鈴 結婚日期：92.11.30 

 

介紹人：秘書 Risen 職業分類：印刷業 

姓名：蔡安和 現職：蔡安和藝術珠寶設計師 

社名：Anho 地址：台北市永吉路 278 巷 48 弄 2 號 

生日：63.04.18 電話：2756-9108 

夫人姓名：李逸薇 結婚日期： 

 

介紹人：P.N.CNC 職業分類：珠寶業 

本週節目~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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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日期：9月01日(星期四) 
講師：P.D.G.Victor 
講題：扶輪知識 
七分區聯合例會中秋月光晚會暨

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期：9月8日(星期四) PM5:30 
地點：鼎上食府(三峽區復興路233號) 
講師：莊淇銘 先生 
講題：第五波 創新社會 
爐主：I.P.P.Land、社友 Accountnat、Alumi、Barcode、Braht、Civil、Doctor、Health、James、Marble、
Panray、Printer、Pro、Roman、Stone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躁鬱症身

心靈成長講座 
日期：9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3:00~16:00 
地點：安和國小四樓視聽中心 
講師：樂為診所 李秀娟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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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