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建議降低地區成年禮每位社友分攤金 100 元，提請通過。 
說  明：辦理成年禮活動只有一天或半天，不是全年辦理，故應減收費用。 
提案者：三重南區社前總監柯玟伶 PDG Amanda 
決  議：不通過。 
 
        四、2017-18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過。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6.060.4-地區年度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權

派一名代表出席，且提早 30 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區會
議，提交討論及通過。如未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地區年
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題與社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投票權。 

提案者：甫卸任總監謝漢池 IPDG Beadhouse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第一案：每季催繳社費是否於每季第三個月最後一天進行提醒動作，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P.P. Chiang Ji 
決  議：根據 107/6/21土城中央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決議：每季社費應於第二個月底

前繳納完成，第三個月第一天起，進行提醒的動作。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二屆三月份理事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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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其發、陳以信、陳陽春、林裕翔、
蔡東樺、彭國忠、李富湧、潘建叡、王宇軒、周弘章、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二屆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國際扶輪 3490地區第二十九屆地區年會日期訂於 4 月 20-21 日(星期六、日)
假花蓮縣立體育 
        館舉行，本活動合併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本活動合併 4 月 18 日(星期四)第 1149 例會。 
 
第三案：本社第五次爐邊會議暨母親節女賓夕活動日期、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第五次爐邊會爐主：P.P.PVC、P.P.Building、P.E.Trading、P.N.Green、Barcode、 
        Braht、Fire、Ironman、Jaysjinnet、Jimmy、Printer、Sake，以上 12 位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決  議：第五次爐邊會議暨母親節女賓夕活動日期訂於 5 月 9 日(星期四)，本活動合 
        併本社 5 月 9 日(星期四)第 1152 次例會舉行，地點待確定。 
 
第四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九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會議案，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Designer 
 
        一、2019-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為所有前總監，提請通過。 
說  明：1.2017-18 年度地區年會提案二及提案五決議，維持本地區輪序、和諧方式，

總監產生方式由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提名。 
        2.為確認委員會委員，特提此案。 
        3.維持本地區傳統，所有前總監為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之委員。 
提案者：總監當選人張海秋 DGE Audio 
決  議：照案通過。 
 
        二、建議與日本 2730 地區（宮崎縣、鹿兒島）結為「姊妹地區」，提請通過。 
說  明：1.日本 2730 地區社員 2,400 人，近年來地區總監以及代表蒞臨本地區，尋求

與本地區成為「姊妹地區」。 
        2.希望藉由「姊妹地區」的關係，能擴展更多的社區服務、造福鄉里。 
        3.本地區這幾年來在歷任地區總監卓越領導和各位社友努力下，不論社員成

長、扶輪基金捐獻以及各項社區服務都有良好的成績表現，受到國際社友肯
定。 

        4.2014 年 10 月本地區與韓國 3750 地區建立姊妹地區以來，兩地區互動熱絡，
增加國際聯誼，同時更促進各項服務計劃，其中包含友誼交換、國際社區服
務、青少年交換等等。所以希望藉由與日本 2730 地區結為「姊妹地區」，更
能促進兩地區的國際友誼與各項服務工作。 

提案者: 地區國際社區服務主委姚啟甲 PDG Kega 
決  議：照案通過。 
 



 

 
 
   
 
 
 
 
 
 
 
 
 例會事項報告      03 月 2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1 名     

出席人數:…………3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23 名         

出 席 率:…………62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Arch、Banker、Case、 

Civil、CK、Fire、Ginseng、Jason、 

Jaysjinnet、Jerry、Jimmy、Look、 

Machine、Manpower、Page、 

Paul、Printer、Quba、Stone、 

Tile、Yico 

三、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Scuba 

五、 補出席  

Hardware、Panray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廖宇潔 女士         講   師 

    本社社友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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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5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Design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Connecto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廖宇潔 女士；

接下來歡迎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結婚週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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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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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ve 1,000 3. P.E. Trading 1,000 

4. 秘書 Human 1,000 5. 社友 Andy 1,000 6. 社友Barcode 1,100 

7. 社友 Camera 1,000 8. 社友 Connector 10,000 9. 社友 HPO 1,000 

10. 社友 Ironman 1,000 11. 社友 Risen 1,000 12. 社友 Tim 1,000 

小計：23,100 元 

承上期：526,670 元 
 

本週節目 

日期：3 月 28 日(星期四)  

講師：成中興 先生 

講題：不能不面對的人工智慧世界 

★學  歷 

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畢業 

★經  歷 

1766 網路廣播電台 節目主持人 

前十大證券公司 分公司經理人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教育培訓委員會 副主委 

台灣金融研訓院 講師 

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 講師 

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推廣部 講師 

明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兼任講師 

各大學院校 生涯規劃 講座講師 

各大學院校 業界講師 

網路資訊雜誌社 股市財經專欄主筆 

★現  職 

專業講師 

1766網路廣播電台 節目主持人 

★會後召開第二十二屆授證籌備會 

 

下週第 1147(4/4)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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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紀念典禮 

日期：4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5:30 

地點:上海銀鳳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2樓)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名額五位，歡迎社友報名參與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Lawyer與夫人羅文汝女士結婚 34週年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紀念典禮 
日期：4月16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5: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3樓-圓

滿廳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0號)  

出席人員:社長Designer、P.P.Building、秘

書Human、社友Andy、Bracode、

Jaysjinnet、James、Importer、Ray、Sake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