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一屆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7 月 13 日 
主席：鄭其發 社長 
紀錄：陳瑞光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廖東雄 陳以信 鄭其發 陳陽春 蔡東樺 吳思緯 李富湧 
洪揚清 陳瑞光 呂理論 楊大中 
 
⼀、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理事們與爐主討論本社第一次爐邊會暨慶祝父親節活動活動的日

期與地點，本活動合併當週例會舉行。 
說  明：第一次爐邊會爐主：社長CNC、P.P.Ball、Banker、Book、Green、 
        Importer、Jerry、Life、Machine、Page、P.P.Paul、Risen、 
        P.P.Thermo、Wine、Cable、CK，共16位。 
決  議：第一次爐邊會議活動日期訂於 8 月 5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假台南擔 
        仔麵餐廳舉行。 
第二案：來賓久弘設計有限公司 黃俊榕總經理、吉和興企業有限公司 周正 
        昌先生、合商精密有限公司 王進源負責人，以上三位以參加本社 
.       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通過三位新社友入社申請並安排於 7月 20 日(星期四)例會中舉行 
        入社佩章儀式。 
第三案：本社是否參加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新北市水上安全工作大隊 105 年 
        三峽大豹溪假日防溺勤務觀摩、淨溪活動及優良志工表揚活動，活 
        動日期訂於 8月 20 日(星期日)，贊助經費兩萬元，提請理事們討 
        論。  
說  明：請本案提案人Auto社友說明本活動詳細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參與區新北市第五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幸福小學堂活動，贊助 
        活動經費三萬元並為活動共同主辦社，提請理事們追認此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擬安排每月一次例會與子社土城東區社舉行聯合例會，以當月 
        有友社來訪週優先安排，便於社員交流及相互學習，提請理事們討 
        論。 
決  議：安排每月一次聯合例會並邀請較好的講師鼓勵社友出席。 
第六案：本社秋季旅遊日期擬定於 10 月 21 或 22 日，地點由聯誼主委安排

後公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秋季旅遊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1 日(星期六)舉行，地點由聯誼主委

安排後公佈。 
第七案：新北市北大光榮社於 7 月 13 日(星期四)蒞臨訪問參加本社例會，

本社擬於 8月 23 日(星期三)安排社長率團十位社友回訪參加例會，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活動捐贈金額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編列五萬元經費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 
第九案：本年度職業參訪活動安排及職業表揚活動形式，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職業表揚活動由五位社友推薦優良員工於社內舉行表揚儀式；職業

參訪安排參訪本社 P.P.Valve 公司土城中山二號廠及桃園觀音鑄造
廠，日期將安排於九月份週四例會日則一舉行。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今年度是否利用社內預算編列完成 EREY 項目，提請理事們討 
        論。 
說  明：扶輪基金會為表揚各扶輪社之基金捐獻訂定有表彰制度，其中  
        Every Rotarian Every Year（EREY）與往年有所不同，更新更表 
        彰說明如下： 

1. 100% Foundation Giving (百分百基金捐獻社)  
         說明：每位社友皆有捐獻扶輪基金會，且總額平均達每人 US$100 
     2. 100% EREY Sustaining Club(百分百 EREY 贊助社)  
         說明：每位社友皆有捐獻年度基金至少 US$100 
決  議：先確認本社預算是否足夠統一由社內支付完成此項目標後再議。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7 年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718008 號  
主    旨 ： 敬邀請各社社友踴躍參與並捐獻支持 2017-2018 年度地區世 
            界社區服 務(WCS)活動計畫，詳如說明。  
說    明 ：   
一、 2017-2018 年度本地區 WCS 活動計畫實施地點在柬埔寨金邊市和平

小學與高棉蘇維 埃友誼醫院二處，預計以全球獎助金（G.G.，Global 
Grants）為和平小學教室增設 照明設備、提供安全的飲用水、清潔
用水與重建廁所衛生設施。以地區獎助金（D.G.， Distric Grants）
與社友捐款為高棉蘇維埃友誼醫院改善手術房設備，以及捐贈書包、
文具等給和平小學學童，並為他們義診、義檢。  

二、 前項社友捐獻部分需募集 200 個單位﹔每個捐獻單位為 500 美元
（每位社友、寶眷 不限單位數量），預計募款總金額達 10 萬美元。  

三、 本活動計畫預計於 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共計 5 
天 4 夜，由總監組團帶    隊前往柬埔寨進行 WCS 活動，本次行程
內容及團費將在確認相關細節後另行公告。  

四、 各社友之捐獻報名及欲赴柬埔寨參與 WCS 活動報名一律採取網路報
名。開放時間自 2017 年 7 月 15 日 09：00 起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下午 4：00 止。捐款請由各社統一 收齊後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
前匯款至地區辦公室（地區辦公室可接受美金之現金， 請自行送達
地區辦公室），地區辦公室將會統一開立收據給捐獻之扶輪社（社友
之捐 款收據由各扶輪社自行開立之）。  

      銀行：板信商業銀行 營業部  
      戶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帳號：06595-136-000064-2  
五、 捐獻者得優先報名赴柬埔寨參與 WCS 活動，以每一捐獻單位一位社 

友或寶尊眷參與 計算。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S0jmsvPt4h6eebYf1 

地 區 總 監 : 謝漢池 

地區 WCS 主委 張慶淵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3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9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2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20 名                     

    出 席 率:…………7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Barcode、Book、 
Civil、David、Fire、Hunter、 
Jerry、Land、Look、Machine、 
Manpower、Michael、Nicky、Page、 
PinJer、Rick、Whole、CK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Cable、Paper、Thermo、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Steve                                             

四、補出席社友                                
Banker、Pro、Tim、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A.G.Amy              講師 
     Kenyu 社長       北大光榮扶輪社 
     P.E.Rick Chen    北大光榮扶輪社 
     Jack 秘書        北大光榮扶輪社 
     June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Honey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Kimi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Lee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Kathryn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Sunny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 
     Michael 社長    三峽北大菁英社 
     王進源 先生        CNC 社長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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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7 次例會~新北市北大光榮社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NC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uman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第七分區助理總

監 A.G.Amy、三峽北大菁英社 Michael 社長、新北市北大光榮扶輪社 Kenyu 社長、
P.E.Rick Chen、秘書 Jack、社友 June、Honey、Kimi、Lee、Kathryn、Sunny、合
商企業有限公司 王進源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Chiang Ji，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本社 Panray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Connecto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31,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CNC 3,000 2. C.P.Yico 4,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Ball 1,000 
7. P.P.Case 1,000 8. P.P.Building 1,000 9. P.P.Valve 2,000 
10. P.P.Paul 1,000 11. P.P.Spring 1,000 12. P.P.Chiang Ji 1,000 
13. P.N.Designer 1,000 14. 秘書 Panray 1,000 15. 社友 Andy 1,000 
16. 社友 Connector 1,000 17. 社友 HPO 1,000 18. 社友 James 1,000 
19. 社友 Jimmy 1,000 20. 社友 Ocean 1,000 21. A.G.Amy 2,000 
22. 北大光榮社餐費 3,000       

小計：31,000 元 
承上期：68,000 元 

歡  迎  新  血  輪  加  入 

 

 姓名：王進源 現職：合商精密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Ironman 地址：樹林區柑園街二段 122 巷 10 號 1 樓 
生日：48.10.15 電話：2268-5015 
夫人姓名：邱秋對 職業分類：CNC 加工業 
介紹人： 社長 CNC  

 姓名：黃俊榕 現職：久弘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Jason 地址：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167 號 2 樓 
生日：61.10.18 電話：2599-1401 
夫人姓名：李幸笛 結婚日期：93.05.07 
介紹人：P.P.Chiang Ji 職業分類：室內設計 

 姓名：周正昌 現職：吉和興業有限公司 
社名：Tile 地址：鶯歌區大湖路 340-2 號 
生日：58.06.25 電話：2670-2939 
夫人姓名：林知慧 結婚日期：85.05.24 
介紹人：Trading 職業分類：磁磚業 

本週節目 
講師：土城社社長 連乾文 Stock 
講題：新經濟新科技 
          突破傳統波浪思維 
現任：台中銀證券副總 
學經歷： 
※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 非凡電視台特約來賓 
 

下週節目 
日期：7月27日(星期四) 
講師：陳韋達 先生 
講題：工業4.0 (人工智慧)時代- 
           企業及個人贏的策略 

年度各項基金認捐開始囉！ 
巨額捐獻：累積或單次捐獻一萬美金 
保羅哈里斯基金：一千元美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一萬元台幣 
※ 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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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您們 生日快樂~ 

Hunter 社友(65.07.22) 

Jaysjinnet 社友(56.07.25) 

Trading 社友夫人林杏霞(48.07.20) 

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49.07.23)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Cable 社友與林采縼 

結婚 15 週年紀念(91.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