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四屆十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主    席：社長 劉昭利    紀    錄：秘書 蔡政道 
出席理事：張茂蓮、林建宏、邱銘乾、陳陽春、劉昭利、郭垚芳、阮建茂、蔡政道、 
          蔡木春、周弘章、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四屆九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班學生二名：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大地 
        所-方智鴻同學、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所 徐鼎浩同學，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社長推薦兩名申請本社獎助金。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可安排兩位學生參與公益網或是家扶中心，做公益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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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星期三)假上午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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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月 21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 
         十分，假大阪根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擬合併 11月 19日(星期四)第 1232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由本社主辦 2020-2021年度地區謝師宴暨巨額之夜活動，此活動主委由 
         C.P.Yico擔任，提請理事們討論及提供意見。 
說  明：目前活動執行長委任 P.E.Andy擔任、主持人則委任 Tim 及 J.Li 聯手主持， 
        預計於 11月開始進行籌備。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姊妹社日本岡山中央扶輪社明年適逢 35週年，計畫舉辦慶祝活動，特別邀 
        請本社共襄盛舉，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岡山中央扶輪社社長當選人 藤原先生擔任 35週年的社長，想邀請本社全 
        體社友一同慶祝。因為疫情的關係，社長當選人 藤原先生思考於 2021年   
        9月 4日或 9月 11日(星期六)，可能使用 Zoom 來連結日本與台灣，進行 
        簡單的儀式與懇親會，不知道是否可以實現此企劃。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國際扶輪 3490地區 RI立法會議提制定案，總計五個議案，提請理事們討 
         論決議。 
內  容:1)國際扶輪細則 6.040.選舉秘書長及其任期理事會應選出扶輪社員擔任祕 
         書長，其任期不得超過 5年。選舉應在秘書長任期之最後一年，或職位出 
         缺同年的 3月 31日前舉行。除非理事會於選舉後訂定新的就任日期，否 
         則新秘書長之任期自選舉後之 7月 1日開始。秘書長連選得連任只得連任 
         一次。 
提   案:只得連任一次。 
說   明:RI秘書長任期如無限制，恐造成扶輪老化沒有創新。社長任期一年而祕書 
        長卻可無限制連任不合理。如連任一次服務扶輪 10年，貢獻應該足夠。 
決   議:同意。  
內  容: 2)國際扶輪細則 10.050.1 最有資格之扶輪社員委員會應集會，並從已表 
          示願意擔任社長之前理事名單中，選出最有資格之扶輪社員為社長提名 
          人，不論其居住國為何。但是，委員會不得連續兩年五年內提名出身同 
          一國或居住同一國的候選人。 
提  案:委員會不得五年內提名出身同一國或居住同一國的候選人。 
 

說  明:RI社長選舉按照原有辦法每兩年就可選同一國籍社友擔任社長。如改為五 
       年內不得由同一國籍擔任社長將有更多不同國家社友參與最高領導階層， 
       可促進扶輪多元化發展。 
決  議:同意。  
內 容:3)國際扶輪細則 15.040.2.會議地點之選擇總監提名人與過半數現任社長必 
        須就地區年會地點之選擇達成協議。或者，如果獲得理事會同意，總監提 
        名人得與其舉行年會年度擔任社長的過半數表決選定年會地點。如有扶輪 
        社未選出社長當選人時，現任社長可投票表決年會地點。 
提  案:會議地點之選擇總監與過半數現任社長必須就地區年會地點之選擇達成 
        協議 。 
說  明:地區年會日期與地點由當屆總監和社長決定比較合理。原規定由總監決定 
       日期，總監當選人決定地點恐會有紛爭。 
決  議:同意。  
內  容:4)國際扶輪細則 4.060.扶青社社員-扶青社應依理事會的決定，由年輕成人 
         組成。 
提  案:扶青社應依理事會的決定，由年輕成人組成。年齡從 18歲到 40歲。 
說  明:扶青社社友年齡只規定 18歲以上，沒有上限不合理。可放寬到 40歲。 
決  議:同意。  
內  容:5)國際扶輪細則 9.060.2.提名-地區之任何社得以須提名所屬社有資格，且 
         表示願意及有能力之社員為代表。社長及秘書證明此項提名並呈報地區    
         總監。若提名候選人之社並非候選人之所屬社，該候選人之所屬社社長 
         及秘書義須證明此提名，其提名才能被接受。 
提  案:地區之任何社須提名所屬社有資格，且表示願意及有能力之社員為代表。 
        社長及秘書證明此項提名並呈報地區總監。 
說  明:立法會議代表候選人可由他社提名，可能造成一個社有多位候選人不妥。 
決  議:同意。 
臨時動議： 
第一案:因今年度社員發展擴大，需要為新社友及夫人準備運動服及夫人的外套， 
       是否可以運用去年 2019-2020年度 IPP Trading的結餘款來支付，提請理 
       事們討論。 
提案人:IPP Trading 
決  議:去年 2019-2020年度報名台北國際年會的結餘款於本屆退回，列入今年度 
       的其他收入金額為 28,457 元，可使用此結餘款來支付。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3 名    
出席人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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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名    

       出 席 率:………….……60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Auto、Barcode、 
Bruno、Banker、Chiang Ji、Civil、CK、 
CNC、Connector、Ginseng、House、 
Jerry、Ironman、Jason、Jimmy、 
Lucky、Look、PVC、Panray、Page、 
Printer、Ray、Yico 

三、 免計出席: 
      Hoist  
四、 補出席:無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蕭博文                 講    師 
A.G. Archi             三峽扶輪社 
P.P. Paul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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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6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Green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teve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 蕭博文，接下來歡迎蒞臨之友

社社友三峽扶輪社 A.G.Archi、土城山櫻扶輪社 P.P.Pauline，接著歡迎蒞臨貴賓冠昇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鄭正昇 負責人、金享潤國際有限公司 陳觀龍 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aul、Auto 社友、Connector 社友、Printer 社友、Jimmy 社友夫人 
鄧佳綾女士，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James 社友與夫人楊碧麗女士、HPO 社友與夫人黃寶蓮女士，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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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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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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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cycle 1,000 3. P.P. Hardware 1,000 
4. P.P. Ball 1,000 5 P.P. Case 1,000 6. P.P. Thermo 1,000 
7. P.P. Building 1,000 8 P.P. Valve 1,000 9. P.P. Paul 1,000 
10 P.P. Spring 1,000 11 P.P. Designer 1,000 12 I.P.P. Trading 1,000 
13 P.E. Andy 1,000 14 秘書 Quba 2,000 15 社友 Bill 2,000 
16 社友 Camera 1,000 17 社友 HPO 2,000 18 社友 Human 1,000 
19 社友 Importer 2,000 20 社友 James 1,000 21 社友 Printer 2,000 
22 社友 Steve 1,000 23 社友 Tile 1,000 24   

小計：30,000 元 
承上期：384,510 元 

 

日 期：10 月 15 日(星期四) 
講 師：陳幸忠 
講 題：防禦駕駛及肇事處理原則 
＊ 學歷： 
國立中興大學機械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台灣師大工業教育學系汽車組 
＊ 現任職務： 
新北市政府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兼任委員 
連江縣政府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兼任委員 
新北市立新北高工汽車科教師 
新北市交通局交通安全宣導團兼任委員 
財團法人靖娟兒童安全文教基金會兼任安全委員 
台北市警察局職業駕駛人執業登記講習汽車 
保養及故障排除專任講師 
臺北市區監理所及台北區監理所及基隆監理站(車
輛保養、防禦駕駛及肇事預防處理)講師 

 

日 期：10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 
住 宿：花蓮美侖大飯店 
房 費 : 雙人房$5390/間  
        三人房$6270/間    
        四人房$7150/間 
集合時間：5:50 板橋北二門集合 6:00 發車 
          6:20 社館集合       6:30 會合出發 
敬請登記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 
(合併 10 月 22 日第 1228 次例會，週四不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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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AAlluummii 社社友友  

GGiinnsseenngg 社社友友  

IIrroonnmmaann 社社友友  

JJaassoonn 社社友友  

PP..PP..CCaassee 夫夫人人方方玉玉雪雪女女士士  

QQuubbaa 秘秘書書夫夫人人林林淑淑芳芳女女士士  

IIrroonnmmaann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邱邱秋秋對對女女士士  

TT iillee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林林知知慧慧女女士士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PP..PP..CCNNCC 與與夫夫人人曾曾如如蘋蘋女女士士結結婚婚 3377 週週年年  

      AAlluummii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廖廖淑淑如如女女士士結結婚婚 3333 週週年年  

本週節目 

☆下週節目☆ 
秋季旅遊花蓮行暨職業參訪二日遊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四屆九月份線上臨時理事會議紀錄    
第一案：金享潤國際有限公司 陳觀龍負責人與冠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鄭正昇負責人出席本社例會 
        及活動四次以上，並有意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前社友 Sam有意願回歸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2020-21年度本社授證日期 6月 26日，因當天是喜宴的好日子，所以授證場地會比較貴

而且少，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A目前訂到 6月 26日海霸王及典華餐廳(因喜宴的日子典華場佈時間 4:30開始)。 
        B擇日為 6月 25日目前頤品及希爾頓皆有餐廳可以使用，且無與新北市二、四、七分區

各社衝突到。 
提案者：社長 Green 
決  議：2020-21年度本社授證日期移動至 6月 25日(星期五)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