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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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思緯 Jimmy 黃忠偉 Pro 

廖東雄 Alumi 孟醒宇 Land 呂理論 Printer 

陳以信 Connector 李富湧 Lawyer 林礽熹 Tim 

鄭其發 CNC 葉瀚謙 Look 周弘章 Trading 

陳陽春 Designer 洪揚清 Ocean 楊大中 Valve 

蔡東樺 Human 陳瑞光 Panray   

候補理事 陳水生 Building、蔡舜賢 James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屆十二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2 月08 日 

主席：李富湧 社長 
紀錄：陳相如 執行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李清崑 黃鼎發 江顯皎 鄭其發 何仁傑 陳威達 蔡東樺 
李富湧 蔡木春 陳瑞光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 Grind 社友因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出席本社例會及各項活動，提 
        出退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因已多次慰留及拜訪確認申請退社事宜，理事會通過其退社申請。 
第三案：本社第三次爐邊會議，日期訂於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假土 
        城大三元餐廳舉行，本活動合併當日例會舉辦，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當日並邀請 C.P.Yico 擔任講師主講領袖會議未來局勢分 
        析。 
第四案：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揮毫迎春活動日期訂於元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八時三十分假土城五穀先帝廟舉行，費用每社一萬元，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新北市長海同濟會將於舉辦寒冬送暖除夕晚會活動日期訂於元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舉行，本社擬比照往年參與此活動贊助經費三 
        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不參與本活動。 
第六案：本社第 1033 次例會在 106 年元月 26 日(星期四)，適逢除夕前一日， 
       考量社友們於農曆年前職務及家務繁忙，擬休會乙次，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6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617136 號 

主    旨 ： 公告 2019-20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決議。  

說    明 ：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4 章第 14.020.條規定辦理。   

 

二、 依照 2016 年 12 月 12 日假Mega50召開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資 

     格審查結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投票通過五工扶輪 

     社前社長 張秋海為 2019-20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 依規定公告，有意挑戰之候選人，（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4 章第 14.020.8. 

     條規定辦理），請提交相關資料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前（以郵戳為憑）， 

     備文函送地區辦公室辦理。 

地    區    總    監  :  謝木土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 蕭慶淋 

                鄭其發 社友                 陳陽春 社友                 

             榮任 2017~2018年度           榮任 2018~2019 年度 

                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賀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08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50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人數:…… 2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4%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Fire、Grind、Jerry、 

Manpower、Nicky、Page、PinJer、 

Rick、Sam、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Health、Paul、Pro、 

Ray、Risen、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Steve                                             

四、補出席社友                                

Book、Whole、Yic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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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5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中央社長 Lawyer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土城中央社 And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本社社

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Case、P.P.Building、Andy 社友、HPO 社友、Sam社友、Camera

社友夫人吳玫諭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age與許菁菁夫人結婚 13 週年紀念、Panray社友與張麗鳳夫人結

婚 23 週年紀念、Wood 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婚8周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秘書報告由土城中央社 Designer代理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土城中央社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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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1,000 
3.  P.P.Case 2,000 4. P.P.Building 1,000 
5. P.P.Valve 1,000 6.  P.P.Chiang Ji 1,000 
7. I.P.P.Land 1,000 8. P.E.CNC 1,000 
9. 社友 Andy 1,000 10. 社友 Camera 1,000 
11. 社友 HPO 2,000 12. 社友 Human 1,000 
13. 社友 Jack 1,000 14. 社友 Jack 1,000 
15. 社友 Jimmy 1,000 16. 社友 Look 1,00 
17. 社友 Michael 1,000 18. 社友 Panray 1,000 
19. 社友 Banker 105,500    

小計：126,500 
承上期：548,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昇老師 
講題：無為而旺的風水能量管理 
學經歷： 
※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 律師及司法實務檢定考試及格 
※ 拜清宮風水李明閣大師-為第六代 
   傳人 
※ 隨李登輝總統易經老師-劉君祖大 
   師 學易5年 
※ 隨易卦盲派大師-唐老師學易 3年 
※ 拜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顧問六爻大 
   師張老師為入室弟子學易 7年 
※ 師承清宮風水絕學，業界唯一敢開 
   保證書的老師 
※ 執業 23 年目前客戶遍及亞洲各國 
 

下週節目~母社土城社蒞臨訪問 
日期：12月22日(星期四) 
講師：吳娮翎 小姐 
講題：吳娮翎的抗癌故事 
 

第三次爐邊會暨年終感恩餐會 
日期：12月29日(星期四) 
時間：PM 5:30 註冊 聯誼 
      PM 6:00 例會時間 
      PM 7:00 感恩餐會 
講師：創社社長 秦嘉鴻 C.P.Yico 
講題：領袖會議-未來局勢分析 
爐主：前社長 蕭高旭.林英機.葉萌昌 
      陳水生.社  當 鄭其發.社  友 
      林建宏.李應眾.陳威達.方欽瑩 
      郭垚芳.游朝安.陳靖庸.廖宥善 
      沈信全 敬邀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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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2610 地區輪島扶輪社簡介 
成立日期：1964.04.25             授證日期：1965.06.20 

創社社長：中室 福太郎            現任社長：保下 信一                        

現任幹事：町元 和夫              社員人數：32 名                     

例會時間：每周二中午 12:30        例會地點：高洲園飯店 4F 

社館地址：〒928-0001 石川県輪島市河井町 20-1-1 
網    址：http://www.wajima-rc.com/index.html 

~祝福您們週年快樂~ 

P.P.Thermo 與李素招夫人 

結婚 40 週年紀念(65.12.20) 

P.P.Chiang Ji 與劉淑伶夫人 

結婚 40 週年紀念(65.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