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三屆四月份臨時理事會議紀錄 
主席：社長 周弘章  紀錄：秘書 蔡舜賢 
出席理事：張茂蓮、廖東雄、陳陽春、劉昭利、蔡舜賢、郭垚芳、蔡政道、蔡木春、
周正昌、林礽熹、周弘章、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2020-2023年度立法會議代表，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0-2023 年度立法會議代表會議由所有前總監

擔任委員，並通過由前總監 李進賢 PDG E.N.T.擔任 2020-2023 年立法會
議代表，請各社同意。 

提案者：地區總監 張秋海 DG Audio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2018-19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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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明 IPDG Li Shi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2020-21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為所有前總監，提請討論。 
說  明：1.為確認委員會委員，特提此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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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當選人陳向緯 DGE Bria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方式參照扶輪細則 12.040、12.050.，由各社直選方 
        式產生，提請討論。 
說  明：1.提名方式:本地區總監提名程序以本地區前總監協會所議定分區輪序之扶

輪社推薦總監提名人，若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參選
地區總監提名人，推舉總監提名候選人。 

        2.選舉方式:參照國際扶輪細則第 12章總監之提名與選舉，12.040.社投票
選舉總監、12.050.社投票程序，由各社投票決定總監提名人。 

提案者：新北卓越社 
決  議：不同意。 
 
第五案：建議限制 RI社長國籍，每五年同一國籍不得超過一位，提請討論。 
說  明：1.國際扶輪發源於美國，社員人數是全球最多，捐款也是第一。理應保障

美國人擔任 RI社長的人數和比例。 
        2.數十年來每隔二年即有一位 RI社長為美國籍，對其他 200多個國家扶輪

社比率太過懸殊。對扶輪的多樣化發展是個阻礙。 
        3.現今美國的社員約 30萬人，而全球扶輪社員數有 120多萬人，扶青團員

改為社員 25萬人，共 145萬人，約 1/5。因此希望將現行美國籍擔任社
長的輪序由每 3 年一位改為每五年一位。即每 5 年不得超過一位以符合
現況。 

提案者：板橋北區社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建議扶青團加入扶輪社，其社員 RI會費前 3年免費，第 4-8年會費減半，

第 9年恢復正常，提請討論。 
說  明：1.去年立法會議扶青團已正式納入扶輪社。 
        2.為了鼓勵扶青團願意改變成為正式扶輪社會員。調整收費將可增加其意

願，也將大大改善扶輪年輕化。 
提案者: 板橋北區社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兩次爐邊會及春季旅遊經費做土城醫院的輪椅捐贈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P.E.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捐贈地區醫院輪椅、製作社友、寶眷的運動 POLO衫及夫人們的

外套。 
 
第八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社五月份例會是否也改由一個月舉行兩次，提請

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五月份舉行一次例會，時間為 5月 7日(星期四)。 
 
第九案：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影響，本社 6月 26日授證之舉辦方式，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Trading   
決  議：縮小方式舉辦，邀請總監團隊、七分區社長、秘書及本社社友與夫人參與。 
 
臨時動議：無 

 
 
 
 
 
 
 
 
 
 
 
 
 
 
 
 
 
 
 
 
 
    
 
 
 
 
 
 
 
 
 
 
 
 
 
 
 
 
 
 
 
 
 
 
 
 
 
 
 
 
 
 
 
 
 
 
 

 

 
 
 
 
 
 
 
 
 
 
 
 
 
 
 
 
 
 
 
 
 
 
 
 
 
 
 
 
 
 

早鳥時間改為 2020年 6月 20-26日，多出 2天，總共 7天 

摘自三月份台灣扶輪 

2020 年 
6 月 26 日 



 

 
 
   

 
 
 
 
 
 
 
 
   例會事項報告      4 月 23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28 名    

出 席 率:………….……61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uto、Banker、Barcode、 

Bicycle、Bill、Braht、Camera、 

Chiang Ji、Civil、CK、CNC、 

Connector、Ginseng、Importer、 

Ironman、Jason、Jaysjinnet、 

      Jerry、Jimmy、Look、Machine、 

Panray、Page、Paul、Printer、 

Ray、Risen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四、 免計出席 

      Hoist 

五、 補出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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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雙鵬             講    師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連翊軒 同學     中華扶輪獎學生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第 23 卷第 30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出刊 

第1202次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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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雙鵬；接下來

歡迎友社社友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社友 Serena，今日貴賓 中華扶輪獎學生 連翊軒

同學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Tim 社友(05.03)，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C.P.Yico 與夫人張佳美女士、Jimmy 社友與夫人鄧佳綾女士，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 秘書報告由 James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日 期：5 月 7 日 
講 師：新北和平扶輪社 劉慧敏 前社長 
講 題：扶輪善願 為國育才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扶輪領導學院 高級班 第二期 
★現任:亞式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總部) 執行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主要扶輪經歷:   
2019-202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獎學生委員會新北分會主委 
   3490 地區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副主委 
   3490 地區 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 顧問 
2018-2019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獎學生委員會新北分會副主委 

2017-2018  
   3490 地區訓練委員會教材編輯小組 主編 
2016-2017  
   3490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 主委 
   3490 地區扶輪寶眷委員會 執行長 
2015-2016  
   3490 地區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 主委 
   3490 地區總監月報 總編輯 
2014-2015  
   3490 地區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 副總編輯 
2013-2014  
   社長 
   扶輪領導學院 第十六期 
★會後召開五月份理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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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下週第1205(5/14)次例會 

 謝  啟  
★C.P.Yico 伉儷分享的西瓜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CC..PP..  YYiiccoo((0055..1100))  

PP..PP..  VVaallvvee((0066..0033))  

PPaannrraayy 社社友友((0055..0077))  

QQuubbaa 社社友友((0055..1177))  

LLuucckkyy 社社友友((0055..3311))  

JJaayyssjjiinnnneett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鄭鄭雲雲雲雲女女士士((0055..1166))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PP..PP..SSccuubbaa 與與夫夫人人李李秋秋樑樑結結婚婚 4444 週週年年  

PP..PP..  SSpprriinngg 與與夫夫人人褚褚阿阿杏杏結結婚婚 4400 週週年年  

II..PP..PP..  DDeessiiggnneerr 與與夫夫人人洪洪美美繁繁結結婚婚 4400 週週年年  

CCoonnnneeccttoorr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林林美美琬琬結結婚婚 2200 週週年年  

CCKK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高高玉玉品品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JJaassoonn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李李幸幸笛笛結結婚婚 1166 週週年年  

LLiiffee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蕭蕭惠惠敏敏結結婚婚 2266 週週年年  

TTiillee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林林知知慧慧結結婚婚 2244 週週年年  

WWiinnee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汪汪如如男男結結婚婚 2277 週週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