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超我服務」所強調的精神與價值     

超我服務( Service Above Self ) 是Minneapolis扶輪社社長Frank Collins於1909 

年在社內提出的口號，因簡單扼要並充分展現扶輪的核心理念—服務，而大受歡

迎。國際扶輪於1950年國際年會正式通過為扶輪座右銘。 

1989年新加坡立法會議更決議為第一座右銘。(第二座右銘為：On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Best )。超我服務所強調的是：每一位扶輪人最終都應該發揮「只求服

務，不求回報」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其成就感是無價的。 

 出處國際扶輪3481地區 2018-19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FFiirree 社社友友((1111..2266))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TTiimm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楊楊韶韶菁菁女女士士結結婚婚 2233 週週年年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三屆十月份理事會議記錄 
主席：社長代理人 陳陽春  

紀錄：秘書 蔡舜賢 

出席理事：張茂蓮、廖東雄、鄭其發、陳陽春、劉昭利、王進源、蔡舜賢、蔡木春、 

          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三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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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 

        憩系所-連翊軒同學，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本社 I.P.P. Designer 推薦申請 P.P. Chian Ji 冠名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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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日(星期五)假上午 10:00-11:00 
        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閱覽室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請執行秘書協助詢問關於清寒獎學金發放申請條件。 
 
第四案：本年度之職業參訪活動日期訂於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並合併第 1183 次例 
        會，前往參觀 P.P. Ball 工廠，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請社友自行開車前往，餐廳的部分由秘書 James 協助尋找。 
 
第五案：前社友 Ocean 有意願回歸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追認此案。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8:30， 

        假大阪根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合併 11 月 14 日(星期四)第 1179 次例會 
        ，另本社為主辦社當日工作人員配置，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本社分配到的工作人員有:司儀(Sake)、登記及核對摸彩人員 
        各一位、指揮交通四位。屆時再請社長、秘書尋找人員以協助完成此活動 
        計劃。 
 
第七案：第四次新春團拜爐邊會訂於 2 月 6 日(星期四)舉行，姊妹社韓國峰潭社友 
        將前來訪，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11月 7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5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6 名    

缺席人數:…………18 名    

     出 席 率:…………72%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rch、Auto、Barcode、CAM、 
Civil、Connector、Fire、Ginseng、 
Jerry、Jimmy、Look、Machine、Page、 
Printer、Quba、Ray、Risen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Bill、Jaysjinnet、Paper 

四、 免計出席 
Hoist 

五、 補出席 
Andy、Building、Importer、Ocean、 
Stone、Valve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張瑋容 女士          講   師 
Ano 社長              三峽扶輪社 
P.P. Color               三峽扶輪社 
P.P. James              三峽扶輪社 
P.P. House              三峽扶輪社 
P.P. Test                三峽扶輪社 
P.E.Andy               三峽扶輪社 
Cutting 副社長          三峽扶輪社 
Fire 社友              三峽扶輪社 
Life 社友              三峽扶輪社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Apple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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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8次例會-歡迎三峽扶輪社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Trad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ak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今日講師: 張瑋容 女士；接下來歡迎友社社

友蒞臨三峽扶輪社社長 Ano、P.P. Color、P.P. James、P.P. House、P.P. Test、P.E.Andy、Cutting
副社長、Fire 社友、Life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ena、Apple，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E.Green、Accountant 社友、Braht 社友、Civil 社友、Look 社友、C.P. Yico 

          夫人張佳美女士、P.P.Ball 夫人鄭月娥女士、PP. Spring 夫人褚阿杏女士， 
          祝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Valve 與夫人郭淑珍女士、Banker 社友與夫人夏慧雯女士、Jaysjinnet 社友 
          與夫人鄭雲雲女士，祝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 秘書報告由 James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Stev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5,000 元！紅箱收

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Trading 3,000 2 P.P.Hoist 2,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 Ball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Paul 2,000 
7 P.P.Spring 1,000 8 P.P. CNC 1,000 9 P.E. Green 2,000 

10 秘書 James 1,000 11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2 社友 Andy 2,000 

13 社友 CK 1,000 14 社友 HPO 1,000 15 社友 Ironman 1,000 
16 社友 Jason 1,000 17 社友 Quba 1,000 18 社友 Steve 1,000 

19 社友 Tile 1,000       

小計：25,000 元 

承上期：276,400 元 

 

本週節目-歡迎母社土城扶輪社蒞臨 
日 期：11 月 21 日(星期四)  

講 師：林東振 

講 題：人生巔峰理財的最後一哩路 

＊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士(地政系)、 

廣州暨南大學經濟碩士(金融學專業) 

＊ 簡歷： 

德信綜合證券公司主任、台灣人壽行銷處長、 

富鴻理財規劃顧問公司、CFP資格認證專任

課程講師(台灣及中國大陸)、財務規劃顧

問、地政士 

 

＊ 會後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議，敬請理事留步

開會! 

下週節目 
日 期：11 月 28 日(星期四)  

講 師：林詠春 

講 題：韓式錶花蛋糕裝飾輕鬆玩 
 
『耶誕環保挖寶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 
時間：11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9:00 。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物資進場：11 月 23 日中午 12:00~13:30 
★廣場旁之新站路僅供臨時停車，限有跳蚤市 

  場專用停車證之物資進場車輛使用 
★公益網上舞台好物拍賣時段：15:30~15:45  
  (並頒發物資捐贈者感謝狀) 
★活動攤位：3 攤(29、30、31)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土城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日期：1983年 5月 20日     ＊曾輔導：土城中央扶輪社、三峽扶輪社、 
＊RI批准日期：1983年 6月 17日                   土城山櫻扶輪社、新北城星扶輪社 
＊授証日期：1983年 6月 27日                      土城扶青團、土城國中扶少團 
＊輔導社：板橋扶輪社                   ＊社員人數：49名 
＊總監特別代表：洪學樑前總監           ＊現任社長：洪俊傑(Sumi) 
＊輔導主委：陳祥鳳前社長               ＊現任秘書：張清風(Cable) 
＊成立時輔導社社長：周德傳前社長       ＊下任社長：郭智杰(Chemical) 
＊姊妹社：韓國新原州扶輪社             ＊下任秘書：陳嘉晨(Alumin) 
＊姊妹社：日本宮崎北姊妹社             ＊網站：http：//www.tcrc.org.tw/ 
＊兄弟社：頭城扶輪社、新竹城中扶輪     ＊社員高低年齡：高 80歲  低 36歲 
＊例會時間：每星期三中午 12：20~14：00  
＊例會地點：板橋區四川路二段十六巷八號十一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