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地區多元智慧資源中心-偏鄉學童語言教育計畫 
日期:107/9/21 地點: 花蓮東大門樂園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二屆十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主席：社長 陳陽春           紀錄：秘書 蔡東樺   
出席理事：張茂蓮、林建宏、黃鼎發、江顯皎、陳以信、陳陽春、林裕翔、蔡東樺、 

彭國忠、李富湧、王宇軒、黃文典、周弘章、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二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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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所-陳詩媛同學以及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所-周柏蒼同學，提請理事們討
論。(如附件) 

說  明: 由本社 P.P.Chiang Ji 推薦申請本獎學金。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依服務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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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星期五)假上午 10:00-11:00
土城國中綜合大樓四樓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服務計劃主委 Connecto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年度之職業參訪活動之行程及日期，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服務計劃主委 Connector 
決  議：職業參訪活動日期：12/1，合併當週第 1129 次 11 月 29日例會。行程依服

務計劃主委計畫為之。 
第五案：本社Pro社友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出席本社活動及例會，提出退社申請(自 

107/9/30起)，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第一案：贊助支持2022北京冬季奧運空架雪車江俊弘選手訓練計畫，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Sake社友 
決  議：照案通過。於例會紅箱時間專款專用支持台灣選手訓練計畫。 
第二案：上上週9月27日星期四例會紅箱指定捐贈日本災情，因姊妹社岡山中央扶輪
社婉拒並表達謝意，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因當次紅箱為專款專用，對方婉拒，故應將此捐款退還社友。 

 
 
 
 
 
 
 
 
 
 
 
 
 
 
 
 
 
 

【聯合活動】 

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8:3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8:30-9:00 集合領取物品 

9:00-11:30 登山 

11:30-13:50 用餐(麗宴廳 B1) 

14:00 解散 

【秋季旅遊】 

綠世界生態尋奇.擂茶製作.內灣老街.劉

興欽博物館知性一日遊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六) 

 

歡迎各位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10月 2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3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21 名         
出 席 率:…………67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rch、Braht、Chris、 

Civil、CK、Fire、Green、Hardware、 

Health、Jaysjinnet、Jerry、Jimmy、 

Machine、Panray、Paul、Ray、 

Risen、Tim、Yico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Sake  
四、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 補出席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 Valve                講師 

Wini 社長              土城山櫻社 
P.P. Eda                土城山櫻社 
P.N. Joan               土城山櫻社 
Amy 秘書              土城山櫻社 
Alice 社友              土城山櫻社 
Liz  社友              土城山櫻社 
Melody 社友           土城山櫻社 
Sunny 社友            土城山櫻社 
Susan 社友            土城山櫻社 
Amanda 社友          土城山櫻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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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24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Design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ton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P.P. Valve；接下來歡迎

今日蒞臨貴賓：土城山櫻社 Wini 社長、P.P. Eda、P.N. Joan、Amy 秘書、社友 Alice、

Liz、Melody、Sunny、Susan、Amanda 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aper 社友、Alumi 社友、Ironman 社友夫人邱秋對，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社友 Health 與夫人馮淑華結婚 14 週年，祝福您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報告由本社 Huma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Import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2,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Designer 3,000 2. P.P. Case 1,000 3. P.P.Therom 1,000 

4. P.P. Building 1,000 5. P.P. Valve 3,000 6. I.P.P.CNC 1,000 

7. P.N. Trading 2,000 8. 秘書 Human 1,000 9. 社友 Auto 1,000 

10. 社友 Barcode 1,000 11. 社友 Camera 1,000 12. 社友 HPO 1,000 

13. 社友 Ironman 1,000 14. 社友 Look 2,000 15. 社友 Paper 1,000 

16. 社友 Quba 1,000 17.      

小計：22,000元 
承上期：312,550元 

 

本週節目 

日期：11 月 01日(星期四) 

講師：朱偉仁 執行長 

講題：銀髮照顧產業與發展 

＊ 學歷：實踐大學 

＊ 現任：八福銀髮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愛長照) 

總經理(104 年 9月--) 

＊ 經歷: 長照服務 

      照顧機構負責人兼主任 21 年資歷 

＊ 1. 台北市私立仁群老人養護所 48 床 

(95-98-101-104 年評鑑優等) 

衛生局合約 喘息機構 97、99-107 年 

社會局合約  居家服務機構 100-107 年

(104.105 督考優等) 

2.台北市私立群仁老人養護所 42 床(97-100

年評鑑優等.103年評鑑甲等) 

  99-104 年 衛生福利部合約喘息機構 

＊ 長照評鑑委員 

＊ 銀髮照顧社會服務 

 

下週節目~歡迎三峽扶輪社蒞臨訪問~ 

日期：11 月 08日(星期四) 

講師：蔡木春 前社長 

講題：人生如戲 愛拚才會贏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少年之家 

日期：11 月 02 日(星期五)下午 3:00 

地點：桃園少年之家(桃園市金門二街 191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社長：陳陽春 Designer  秘書：蔡東樺 Human  糾察主委：彭國忠 Importer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James 社友 (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