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三屆三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主席：社長 周弘章
紀錄：秘書 蔡舜賢
出席理事：張茂蓮、陳陽春、劉昭利、蔡舜賢、蔡木春、周正昌、林礽熹、周弘章、
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三屆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四次爐邊會活動日期及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第四次爐邊會爐主：Accountant、Auto、Alex、Connector、James、Jason、
Jaysjinnet、Ocean、Lucky、Printer、Quba、Stone、Tim、Wine。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決議延後，日期再議。
第三案：本社春季旅遊活動日期及行程，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決議延後，日期再議。
第四案：本社第 1199 次例會日期在 4 月 2 日(星期四)適逢清明連假提請休會乙次，
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社 Sake 社友因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出席本社例會及活動，提出退社申請
(自 109/4/1 起)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本社第二十三屆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活動，地點訂於
新莊頤品大飯店舉行，由顧問主委 P.P.CNC 擔任籌備會主委、由 Tim 擔任
活動執行長，提請理事們追認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社社館大樓中央領袖天下第 12 屆管理委員會討論，從即日起至 4 月底將
大型聚會及會議應斟酌是否取消或延期?如真需開會不可，則建議在 1 樓大
廳，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因應新冠肺炎影響，從即日起至 4 月底之例會將改由每月兩次，以隔週開
會為基準。接下來例會時間為 3 月 26 日、4 月 9 日、4 月 23 日(星期四)舉
行。
臨時動議：無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出席的意義與補出席、免出席的規定
參加例會能夠增進友誼、培養關懷他人的情操並提升職業道德。社員本
身就是例會的主角，應主動參與、準時出席。缺席同時也剝奪了其他社員能
夠更認識你的機會；因此可說是犧牲權利，也未盡到義務。例會的出席時間
應至少達百分之六十以上，否則不能計入出席。缺席例會可以到全世界任一
扶輪社的例會去「補出席」
。社員的年齡加上扶輪年資若達 85 年，且扶輪年
資超過 20 年，可用書面申請免計出席；但須經理事會同意。
出處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18-19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例會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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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4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1 名
缺席人數:………………34 名
出 席 率:………….……47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Arch、Auto、Andy、
Banker、Barcode、Chiang Ji、CK、
Civil、CNC、Ginseng、Hardware、
Human、Importer、Ironman、Ray、
Jason、Jerry、Jimmy、Jaysjinnet、
Life、Look、Machine、Ocean、
Panray、Page、Paul、Printer、Quba
Risen、Sake、Stone、Thermo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四、免計出席
Hoist
五、補出席:
Building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周志忠
講
師
C.P. Am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黃齡嫻 女士
講師助理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本週節目
日 期：3 月 19 日
講 師：黃玉華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出刊

第1196次例會~與子社土城東區社互訪~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Trad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ouse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周志忠；接下來歡

精湛學習公司健康保健顧問及特定講師

迎友社社友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C.P. Amy、社友 Serena，今日貴賓 講師助理 黃齡
嫻女士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Risen 社友、P.P. Thermo 夫人李素招女士、Auto 社友夫人葉淑嫈女士，
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土城東區社 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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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時尚養生氣功專業講師

1.

社長 Trading

3,000

2.

C.P. Yico

2,000

3.

P.P. Valve

1,000

4.

P.P. Designer

1,000

5.

P.E. Green

1,000

6.

秘書 James

1,000

7.

社友 Braht

1,000

8.

社友 Bill

1,000

9.

社友 Camera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Lucky

1,000

12.

社友 Tile

1,000

講 題：怎麼動最健康?現代人強身保健之道
＊ 現任
中華導氣養生研究協會副理事長
高雲國際健康機構資深講師
元氣國際健康機構特約養生顧問

＊ 經歷及簡介
曾任遠東技術學院社團講師
曾任台南第一中學社團講師
曾任台南市記者公會會員

小計：15,000 元
承上期：577,500 元

曾任職於廣播電視、廣告媒體十年以上
中醫減肥健康中心經理
桃園電台主持人
★召開第一次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第1199(4/2)次例會

祝福您~生日快樂
Camera 社友(3.19)
Life 社友夫人蕭惠敏女士(03.19)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Lawyer 與羅文汝夫人結婚 35 週年
Importer 社友與廖云妤夫人結婚 11 週年
Ginseng 社友與宋琴琴夫人結婚 1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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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