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社長 劉昭利              紀錄：秘書 蔡政道 

出席理事：張茂蓮、廖東雄、林建宏、陳陽春、劉昭利、饒志敏、王進源、郭垚芳、 
          陳瑞光、蔡政道、蔡木春、周弘章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四屆七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依服務計劃；參與捐血活動，日期訂於 9月 16日(星期三)假土城工業區服

務中心前廣場舉行，本社經費預算 30,000元，活動時間上午 9:30-17:30，
本社擬安排社員輪流於活動攤位發送捐血禮品，擬合併當週 9 月 17 日(星
期四)第 1223次例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捐血禮品為 P.P.Spring的口罩。 
 
第三案：新北市第七分區聯合例會第二次爐邊中秋月光晚會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期訂於 9月 22日(星期二) 假上海銀鳳樓餐廳舉行，擬合併當週 9月 24 
        日(星期四)第 1224次例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中秋節禮盒是贊助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贈送回禮的手工蛋糕。 
 
第四案：本社秋季旅遊-花蓮行暨職業參訪二日遊，日期訂於 10月 24-25日(星期六、 
       日)舉行，擬合併當週 10月 22日(星期四)第 1228次例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服務計劃：贊助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山邊教室圓夢計劃，贊助經費一萬元， 
        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來賓杰立法律事務所李孟軒律師已出席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意 
         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追認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補程序於 8月 5日線上決議通過) 
 
第七案：來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廖大昌經理已出席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

意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追認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補程序於 8月 5日線上決議通過) 
 
臨時動議：無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四屆八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愛心捐血活動 
日 期：9 月 16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30~下午 5:30 
地 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土城區三民路 4 號) 
★捐血活動需由社友輪流於活動攤位發送捐血禮品四個時段! 
 
新北市第七分區聯合例會、歡慶中秋節與第二次爐邊會

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 期：9 月 22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5:30 報到 
地 點：上海銀鳳樓(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3 樓) 
講 師：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謝政道 局長 
講 題：水庫永續經營 
爐 主：前社長 邱顯貴、林英機、蔡清泉、楊大中 
       社  友 張茂蓮、廖大昌、李孟軒、郭垚芳、葉瀚謙、洪揚清、 
              陳靖庸、田佳弘、周正昌 
◆女子金榜題名:今年度社友子女考上高中以上學校，可向執行秘書登記!!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1 名    
出席人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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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名    

       出 席 率:………….……61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uto、Barcode、Banker、Bill 
CNC、Civil、CK、Connector、Bruno 
Ginseng、Human、Importer、Tim 

    Jason、Jerry、Jimmy、Lucky、Look、 
Ocean、Printer、Ray、Panray、Andy 

三、 免計出席 
      Hoist  
四、 補出席:  

Valve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柯明仁 院長        講    師 
Charlie 社長      新北城星扶輪社 
I.P.P.Art          新北城星扶輪社 

      P.E.Joy           新北城星扶輪社 
Baron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Ryan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Jason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Cube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Danger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Rita 社友         新北城星扶輪社 
P.P.May          三重南區扶輪社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林經凱 總經理  融振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鄭正昇 負責人  弘奇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陳觀龍 總經理    金享潤國際有限公司  
 陳垂琨 總經理  丞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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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0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Green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ous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 柯明仁 院長，接下來歡迎

蒞臨之友社社友新北城星扶輪社社長 Charlie、前社長 Art、社長當選人 Joy、社友
Baron、Ryan、Jason、Cube、Danger、Rita，三重南區扶輪社 P.P.May，三峽北
大菁英扶輪社社友 Serena，接著歡迎蒞臨貴賓融振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林經凱 總經
理、弘奇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鄭正昇 負責人、金享潤國際有限公司 陳觀龍 總經理、
丞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垂琨 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E.Andy 夫人廖淑惠女士、James 社友夫人楊碧麗女士，祝福您生日快 
           樂！ 

2. 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Quba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0,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Green 3,000 2. P.P. Ball 1,000 3. P.P.Building 1,000 
4. P.P.Paul 1,000 5. P.P.Chiang Ji 1,000 6. P.P. Designer 1,000 
7. I.P.P.Trading 1,000 8. P.E. Andy 1,000 9. 秘書 Quba 1,000 
10. 社友 Camera 1,000 11. 社友 HPO 2,000 12. 社友 House 1,000 
13. 社友 Ironman 1,000 14. 社友 James 1,000 15. 社友 Page 1,000 
16. 社友 Risen 1,000 17. 社友 Tile 1,000    

小計：20,000 元 

承上期：300,510 元 
 

日 期：9 月 3 日  

講 師：王總守 博士 

講 題：捷運知性之旅 

＊ 學 歷：台灣科大工學博士 

＊ 現 任：萬鼎工程顧問公司機械技師 

       太精彩公司健康顧問 

       前勞動部工程查核執行秘書 

       前台北捷運局機電系統工程處車輛所主任 

       前黎明技術學院機械系兼任副教授 

       前台北科大車輛所兼任助理教授 

       前東華大學電機所兼任助理教授 

＊ 獲 獎：2015 百業達人/捷運工程達 
 
★會後前往頂埔國小舉行，捐贈頂埔國小學校教

學活動費，請社友與寶眷一同前往支持 

 

 

日 期：9 月 10 日  
講 師：陳錫圭 P.P. Hoist 

講 題：七轉八起的人生哲學 

                                                                                       社長：劉昭利 Green 秘書：蔡政道 Quba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本週節目 

 

下週節目 
★歡迎三峽扶輪社蒞臨訪問★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P.P.Bicycle(09.08) 

Green 社長夫人張榮慧女士(09.04) 

P.P.Scuba 夫人李秋樑女士(09.08) 

謝   啟  
★感謝 James 
社友準備阿默 
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