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二屆十一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11 月 8 日

主席：社長 陳陽春
紀錄：秘書 蔡東樺
出席理事：張茂蓮、黃鼎發、鄭其發、陳以信、陳陽春、蔡東樺、彭國忠、李富湧、
潘建叡、王宇軒、黃文典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二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將由本社五位社員推薦適當人選予以表揚，
提請理事們討論推薦社員。
提案者：服務計劃主委 Connector
決 議：於群組中公告，提名適當人選。
第三案：依服務計劃；捐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經費贊助三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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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訂於 11 月 25 日(日)上午 8:30 假大板根
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擬合併 11 月 22 日(四)第 1128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
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第三次爐邊會活動日期、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第三次爐邊會爐主：P.P. Spring、P.P. Chiang Ji、P.P. Lawyer、Alex、Alumi、
Connector、CK、Machine、Page、Paper、Stone、Tile、Tim，以上 13 位。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第三次爐邊會訂於 12 月 28 日(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海霸王餐廳(土城區中
央路一段 22 號)舉行，本活動合併本社 12 月 27 日(四)第 1133 次例會。
第六案：捐贈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經費贊助兩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家扶中心主辦【107 年歲末感恩聯歡活動-我愛相隨，熱力四射】，於 12 月
09 日(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兩時假板橋第一運動場前運動廣場舉行，提請理
事們討論參加與否。
說 明：參與方式：1.提供活動經費：十萬元、伍萬元、貳萬元。2.愛心贊助者：認
捐家庭禮品 1,500 元/份 3.義賣攤位：每攤位 5,000 元 4.愛心攤位：每攤位
8,000 元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認捐 4 份家庭禮品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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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友 Importer
決 議：本社以紅箱贊助五萬元整支持台灣選手訓練計畫。另外，安排江俊弘選手蒞
臨本社說明及給予鼓勵。
第二案：舉辦移動例會，邀請社友與寶眷參加電影欣賞，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友 Importer
決 議：照案通過。由秘書 Human 及服務計劃主委 Connector 籌劃舉辦。

捐贈頂埔國小營養午餐
日期:107/10/30 地點: 頂埔國小-校長室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0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3 名
出席人數:…………3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30 名
出 席 率:…………52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lumi、Arch、Auto
Banker、Bracode、Chiang Ji、Chris
Civil、CK、Fire、Green、Ginseng、
Hardware、Health、Ironman、Look
Jason、Jaysjinnet、Jerry、Jimmy、
Machine、Manpower、Paul、Tim、
Printer、Risen、Yico
三、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 補出席
Andy、Valve、Trading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朱偉仁
講師
社長 Sam
三峽扶輪社
D.V.S.House
三峽扶輪社
P.P. Insurance
三峽扶輪社
P.N. Ano
三峽扶輪社
秘書 Chef
三峽扶輪社
社友 Kada
三峽扶輪社
社友 Cutting
三峽扶輪社
社友 Grading
三峽扶輪社
社友 Rail
三峽扶輪社
社友 Field
三峽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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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
日期：12 月 06 日(星期四)
第 23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第二十三屆理事
當選人會議
☆ 會後召開韓國行前說明會及繳納團費

下週節目~
歡迎母社土城、台東普悠瑪扶輪社蒞臨訪問
日期：12 月 13 日(星期四)
講師:黃朝亮 導演
講題:台灣電影商業最成功的亮導，如何再爆佳績

拜訪三峽扶輪社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6 日出刊

第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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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扶輪社 社長 Sam、D.V.S.House、P.P. Insurance、P.N. Ano、秘書
Chef、社友 Kada、Cutting、Grading、Rail、Field 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Accountant 社友、Braht 社友、Look 社友、C.P. Yico 夫人張佳美、P.P. Spring
夫人褚阿杏，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 Valve 與夫人郭淑珍、Banker 社友與夫人夏慧雯、Jaysjinnet 社友
與夫人鄭雲雲，祝福您們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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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金額
1. 社長 Designer
3,000
2.
P.P. PVC
1,000 3.
P.P. Ball
1,000
4.

P.P.Thermo

1,000

5.

P.P. Building

1,000

6.

P.P.Spring

3000

7

P.P. Lawyer

1,000

8

秘書 Human

1,000

9

社友 Accountarnt

1,000

10.

社友 Camera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社友 Importer
1,000
小計：16,000 元
承上期：346,550 元

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五) 中午 12:30
地點:三峽社館(三峽區中華路 22 號 3 樓之一)

新北市第七分區【公共形象看板】

移動例會~電影欣賞-紅盒子
日期:107 年 12 月 22 日(六)◆移動 12/20 例會
時間:晚上 19:00-20:00 區間(等待通知)
地點:板橋秀泰影城(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 號)
~~~~~~~~~~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接龍~~~~~~~~~~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P.Case (12.08)
P.P.Building(12.10)
HPO 社友(12.10)

Auto 社友與夫人葉淑嫈結婚 1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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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