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屆⼗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05 日 
主席：鄭其發 社長 
紀錄：陳瑞光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陳以信 鄭其發 陳陽春 蔡東樺 吳思緯 李富湧 陳瑞光  
          林礽熹 楊大中 
⼀、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社友 Book 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加本社例會及各項活動提出 
         退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通過其退社申請。 
第二案：本社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班學生乙名：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  
        理所-吳慈敏同學，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吳同學父母皆為身心障礙者且家境清寒，靠自己半工半讀完成大學  
        學業，由本社 P.P.Chiang Ji 推薦申請本獎學金。 
決  議：本社推薦吳同學之獎學金申請。 
第三案：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典禮(年度經費二萬五千元)暨清寒獎助金活動 
       (經費一萬元)，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5 日(星期三)假上午 10:00 土 
        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圖書館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優良員工表揚活動日期訂於10月26日(星期四)例會中舉行，優 
        良員工人員之提名，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由 P.E.Designer、社友 Cable、Connector、Human、Jimmy 五 
        位推薦優良員工接受表揚。 
第六案：青少年服務-贊助德霖技術學院產學合作計畫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三時假德霖技術學院產銷及管理學系大樓舉 
        行，經費一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社擬捐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經費，捐贈日期及金額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邀請愛立發展中心蒞臨本社參與例會並捐贈經費三萬元。 
第八案：原定於9月14日舉行之職業參訪因氣候因素延期舉行，請理事們討 
        論延期舉辦之日期。 
決  議：本活動延期至 107 年 2.3 月舉行，日期再議。 
第九案：2017 年台北扶輪地帶研習會及會前各項研習會謹訂於 12 月 01 日 
        至 03 日假台北圓山大 飯店舉行，為鼓勵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本社 
        擬全額補助兩名社友報名費參加本研習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本次研習費用 6,300 元/人(夫人同行兩人 10,0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本社將由 CNC 社長率團於 10 月 12~16 日前往韓國拜訪 3750 地區峰 
        潭扶輪社，並簽訂兩社交流協議，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同意本社出團至韓國拜訪峰潭扶輪社，並簽訂交流協議為期兩年， 
        交流期間費用由參與人員負擔。視交往情況再提經社員大會決議是 
        否訂定正式友好盟約。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是否提供新北市中正國中無聲廣播系統建置贊助經費兩萬元， 
        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Cable 社友) 
決  議：本社同意贊助經費兩萬元。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屆⼗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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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湧 洪揚清  
          陳瑞光 呂理論 楊大中 
⼀、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一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班學生乙名：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 
        業管理所-劉亮研同學，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少年飛行屋籌建計畫「陪你走下去」公益有愛音樂會，提請討論。 
說  明：被社會漠視的「飛行少年」需要您的關心，我們盼望藉由這場公益 
        音樂會，呼籲社會大眾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拉他們一把，陪他 
        們一起走下去」，公益有愛音樂會，「少年飛行屋」將是幫助他們站 
        起來的基石，竭誠歡迎各社共同參與。「陪你走下去」公益有愛音 
        樂會是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三分區九社主辦聯合社會服 
        務，第四分區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是共同承辦單位。 
       日期：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費用：5000 以上即可為承辦單位。 
決  議：本社捐贈 5000 元經費參與此項活動。 
第四案：海內外姊妹社、兄弟社交流經費編列，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韓國峰潭扶輪社預定於 12 月 15-17 日有 28 位社友與寶眷蒞臨本社 
        參訪，接待方式及經費編列討論。 
決  議：本社安排 12 月 14 日接機，並將徵詢第三次爐主意見後，安排於 
        12 月 15 日合併第三次爐邊會舉行韓國峰潭社來訪社友寶眷接待歡 
        迎會，藉此機會促進兩社社員進一步認識及交流，活動所需經費由 
        國際服務費中提撥支出。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11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2:00~7:00 在新北市民廣場有愛心義賣園 
        遊會，本社擬由 P.P.Spring 設攤贊助此活動並邀請社友與寶眷共 
        襄盛舉參與此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P.P.Spring) 
決  議：照案通過。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23 名                     

    出 席 率:…………67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Barcode、Camera、 

Civil、Fire、Hunter、Jerry、 

Land、Machine、Manpower、 

Michael、Nicky、Page、PinJer、 

Rick、Risen、Tim、Whole、CK、 

Jason、Chris、Owa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ardware、Jimmy、Cable 

Plastics、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Banker、Importer、Look、 

Pro、Yic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張建雄 先生          講師 

     Karen 社長       土城山櫻扶輪社 

     Amanda 秘書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Judy         土城山櫻扶輪社 

     Amy、Chris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Joan、Sunny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Susan、Wini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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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2 次例會 
◆ 下午一時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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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張建雄 先生；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土城山櫻扶輪社 Karen 社長、Amanda 秘書、P.P.Judy、社
友 Amy、Chris、Joan、Sunny、Susan、Wini、楊漢斌建築師事務所 楊漢斌先生、
布魯諾國際品牌顧問 田文宗先生、完美剪裁服飾 郭秉軒負責人以及本社社友與寶
眷們。 
1. 本週壽星：Paper 社友、Rick 社友夫人張靖潔小姐、Ironman 社友夫人邱秋對

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Health 社友與馮淑華夫人結婚 13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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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NC 3,000 2. P.P.Scuba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Paul 1,000 
5. P.P.Valve 1,000 6.  P.P.Chiang Ji 1,000 
7. P.N.Designer 1,000 8. 秘書 Panray 1,000 
9. 社友 Alumi 1,000 10. 社友 Auto 1,000 
11. 社友 Braht 1,000 12. 社友 Health 1,000 
13. 社友 Paper 1,000 14. 社友 Printer 1,000 
15. 社友 Ironman 1,000 16. 講師 張建雄 1,500 

小計：18,500 

承上期：292,500 元 
 

 

公  司 姓 名 職 稱 年 資 推薦人 

理由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鴻 硬體工程師 3 年 P.N.Designer 

穩立得有限公司 陳力銚 技術員 2 年 Connector 社友 

凱帛企業有限公司 陳秋蓉 財務部協理 3 年 Cable 社友 

晨暘國際有限公司 鄭玉琳 行政部主任 4 年 Human 社友 

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洪慈妤 業務助理 7 年 Jimmy 社友 

本週節目 
講師：張文雄 
講題：國際禮儀-社交與職場必勝秘笈 
現任：政府機構、救國團及台灣金融 
      研訓院等 23 個機構「國際禮 
      儀」專任講師 
學經歷： 
※ 淡江大學(卓越校友) 
※ 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傑出校友) 
※ 職業外交官 
※ 前外交部駐玻利維亞代表 
※ 外館工作合計23年 

 
下週節目 

日期：11 月 09 日(星期四) 
講師：參訪韓國峰潭社社友 
講題：出訪韓國峰潭社點滴 
☆ 會後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請理事

們留步開會 
 
3490地區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 

日期：11 月 05(星期日) PM7:0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 索票請洽社長或當日至會場索取 

 
跨地區社區服務-扶輪長者盃卡

拉OK歌唱大賽決賽 
日期：11 月 11(星期六) PM2:00~4:00 
地點：光仁中學懷仁館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5巷18號) 
☆ 歡迎各位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踴

躍參加！ 
 

                                                                                             社⻑：鄭其發 CNC  秘書：陳瑞光 Panray  糾察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社刊主委：李清崑 Ball 

職業服務~優良員工表揚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