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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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陽春 Designer 潘建叡 Ray 

林建宏 Andy 林裕翔 Health 王宇軒 Sake 

黃鼎發 Camera 蔡東樺 Human 黃文典 Stone 

江顯皎 Chiang Ji 彭國忠 Importer 周弘章 Trading 

鄭其發 CNC 黃俊榕 Jason 楊大中 Valve 

陳以信 Connector 李富湧 Lawyer   

候補理事 蕭高旭 Bicycle、孟醒宇 Land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二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日期:106 年 12 月 07 日(星期四) PM 2: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社長提名人 陳陽春 

 紀錄:秘書提名人 蔡東樺 

 出席理事當選人: 張茂蓮 林建宏 黃鼎發 江顯皎 鄭其發 陳以信 陳陽春  

 林裕翔 蔡東樺 彭國忠 黃俊榕 李富湧 潘建叡 王宇軒 黃文典 周弘章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推選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社長當選人。 

決  議：第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社長(理事長)推選由陳陽春 

         社友榮任。 

第二案：請推選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秘書、會計人選。 

決  議：第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秘書推選由蔡東樺社友擔 

        任、會計由張茂蓮社友擔任。 

第三案：請推選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社長提名人。 

決  議：第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社長提名人推選由周弘章 

        社友擔任。 

第四案：請推選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五大服務計劃主委。 

決  議：第二○一八~二○一九年度(第二十二屆)推選社員委員會主委由 

        楊大中前社長擔任、社區服務委會主委由陳以信社友擔任、扶輪基 

        金主委由江顯皎前社長擔任、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由林建宏、扶輪 

        社社務委員主委由周弘章擔任。 

二、 臨時動議：無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一屆十二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2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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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瀚謙 洪揚清 陳瑞光 呂理論 林礽熹 周弘章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一屆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擬與山櫻社共同主辦社區服務-揮毫迎春活動日期訂於元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土城五穀先帝廟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編列一萬元經費参與本活動。 

二、 臨時動議：無 

 

                陳陽春 社友                 周弘章 社友                 

             榮任 2018~2019 年度           榮任 2019~2020 年度 

                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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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0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5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Jerry、Land、Nicky、 

PinJer、Rick、Risen、Whole、 

Owan、Arch、Media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Machine、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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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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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之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Case、P.P.Building、Andy 社友、HPO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Auto 社友與葉淑嫈夫人結婚 9週年紀念、Page 社友與許菁菁夫人結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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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NC 5,000 2. C.P.Yico 2,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Case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Building 1,000 
7. P.P.Valve 1,000 8. P.P.Chiang Ji 1,000 
9. P.E.Designer 1,000 10. P.N.Trading 1,000 
11. 秘書 Panray 1,000 12. 社友 All Line 3,000 
13. 社友 Andy 3,000 14. 社友 Auto 1,000 
15. 社友 Barcode 1,000 16. 社友 Civil 1,000 
17. 社友 Jimmy 1,000 18. 社友 Michael 3,000 
19. 社友 Tim 1,000    

小計：30,000 

承上期：395,500 元 
 

本週節目~第三次爐邊會議與韓
國峰潭扶輪社聯合例會暨歲末

聯歡晚會 
日期：12月29日(星期四) 
時間：PM 6:00 註冊 聯誼 
      PM 6:30 例會時間 
      PM 7:00 餐會 
爐主：前社長 何仁傑、林英機、 
      蔡清泉、許松祥、社友陳春諒、 
      江謝瑞、黃鼎發、王明章、 
      李應眾、黃文志、潘欽章、 
      陳世尊、黃忠偉、王宇軒、 
      黃文典、沈信全 敬邀 
 

下週節目~母社土城社來訪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四) 
講師：未定 
講題：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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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Camera 社友夫人吳玫諭(65.12.14)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P.P.Thermo 與李素招夫人 

結婚 41 周年紀念 

P.P.Chiang Ji 與劉淑伶夫人 

結婚 41 週年紀念 

Panray 秘書與張麗鳳夫人 

結婚 24 週年紀念 

 

歡迎韓國峰潭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峰潭扶輪社簡介 

所屬地區 : 3750 地區              創社日期 : 2008.10.31 

RI 加入承認日期 : 2009.4.14       創社時的社友人數 : 45 名 

目前社友人數 :68 名 
 

2017-18 年度加拿大多倫多 
國際年會 

日期：2018 年 6 月 24 日-6 月 27 日 

開幕式：2018 年 6 月 24 日（週日） 

閉幕式：2018 年 6 月 28 日（週四） 

地點：加拿大航空中心 

費用：~12 月 15 日  USD335 
      ~ 3 月 15 日  USD410 
      ~ 6 月 27 日  USD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