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六屆元月份理事會議紀錄 
時    間：2023 年 1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2:00 

地    點：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館 

主    席：社長 洪揚清              紀    錄：秘書 呂理論 
出席理事：廖東雄、林建宏、陳水生、陳以信、蔡舜賢、郭垚芳、洪揚清、呂理論、 

          鄭凱鄉、蔡木春、周弘章、楊大中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六屆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Jaysjinnet社友創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不贊成本社輔導新社，因對於地區總監的選舉制度深表無法認同，又因無

法落實各社直選地區總監，選舉流於形式，被少數前總監所把持，扶輪四

大宗旨，只有口號而無落實，所以本社無意願輔導新社成立。對於

Jaysjinnet社友願意創社表達祝福之意，祝福他能創社成功，社運昌隆。  

第三案：是否繼續與韓國姊妹社續約締結，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與韓國峰潭扶輪姊妹社締結已超過兩年(當初締盟書簽約時間至 2021 年 10

月 15日止)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通過。將約授證時間進行續盟(依照兩社誰先授證來安排)。  

第四案：是否繼續與台東普悠瑪兄弟社續約締結，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與台東普悠瑪兄弟社締結已超過三年約期(當初締盟書簽約時間至 2018年 6

月 26日止)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不通過。因無互動將近兩年多時間。  

第五案：是否與基隆中區扶輪社結為友好社，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通過。並安排友好社主委由 IPP Andy擔任，協助友好事宜。  

第六案：是否提案第 33屆地區年會提案書，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通過。針對地區總監提名之審查程序，若經審查總監推薦人選未予通過，

應公告知審查會議未通過之理由，並明訂總監提名人之資格條件公告周知。 

第七案：恭賀 Human社友創立新事業，土城中央社準備一份禮品贈送祝賀(2萬 3仟

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照案通過。贈送飲水機乙台以表祝賀。  

第八案：移動例會舉辦電影欣賞，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電影欣賞時間安排於 2月 18日(星期六)下午三點假土城日月光秀泰影城，

合併 2月 23日(星期四)第 1350次例會舉行，當天發餐券每人 100 元可至

日月光廣場用餐。  

第九案：捐贈芯福里情緒教育協會經費參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元磊工程有限公司 張哲瑋(社名: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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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預計安排 2月 9日(星期四)第 1348次例會佩章。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 Jason 社友因為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出席本社例會及活動，提出退社

申請(自 111/12/30起)，提請理事追認。  

提案者：社長 Ocean  

決  議：通過。本案已於 12月 27日(星期二)線上理事群組決議通過。 

 

 
 
 
 
 
 
 
 
 
 
 
 
 
 
 
 
 
 
 
 
 
 
 
 
 
 
 
 
 
 
 
 
 
 
 
 
 
 
 
 
 
 
 
 
 
 
 

 
 
 
 
 
 
 
 

 
 
 
 
 
 
 
 
 
 
 
 
 
 
 
 
 
 
 
 
 



 

 
 
   
 
 
 
 
 
 
 
 

   例會事項報告      1 月 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64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 12 名 

缺席人數: ……………….22 名 

出 席 率:………….…… 66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uto、Ball、Bill、Builder Sam、 

Brian、Bruno、Camera、Chiang Ji、 

Chef、Digital、Green、Ginseng、 

HPO、Ironman、Jacket、Jerry、 

Jimmy、Look、Panray、Page、 

Paper、Yico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無 

四、 免計出席: 

Hoist 

五、 補出席: 

CK、CNC、Gama、Hardware、 

House、James、Johnson、Michael、 

Paul、Thermo、Tim、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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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威麟               講 師 

      張哲瑋 經理     元磊工程有限公司  

      本社社友與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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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3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 Ocean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Connecto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 劉威麟 先生，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來賓元磊工程有限公司 張哲瑋 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EYE 社友、Spark 社友夫人王鶯璇女士，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Quba 社友與夫人林淑芳女士，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 秘書報告由本社 Prin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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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3,000 2 P.P. Scuba 1,000 3 P.P. Buiding 1,000 

4 P.P. Valve 1,000 5 P.P. Spring 1,000 6 P.P. Trading 1,000 

7 P.E. Life 1,000 8 秘書 Printer 1,000 9 社友 Banker 1,000 

10 社友 Henry 2,000 11 社友 Human 1,000 12 社友 EYE 1,000 

13 社友 Jaysjinnet 1,000 14 社友 Lucky 1,000 15 社友 Quba 1,000 

16 社友 Spark 1,000 17 社友 Steve 1,000    

小計：20,000 元 

承上期：665,300 元 
 

日 期：1 月 12 日(星期四) 

講 師：王玟瑛 空間知己師 

講 題：提前規劃 完勝人生下半場 

 學歷：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 畢業 

中原大學 設計學博士班研究員 

 曾任職務： 

理成營造公司 設計師 

- 台灣吉悌電信 3000 平方米辦公室設計 

  及工程裝修 

- 參與 BLD集團合作高雄凱悅現飯店規劃 

 現任職務： 

2004 設立寶泓室內裝修設計公司  

現為 鋐杬制作所有限公司 負責人  

向日葵公益高爾夫球隊 會長 

★會後前往少年之家捐贈經費 

 

 

 

                                                                                         社長：洪揚清 Ocean 秘書：呂理論 Printer 糾察主委：蔡東樺 Human 社刊主委：江謝瑞 Auto 

本週節目 

 

祝祝福福您您們們~~結結婚婚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PP..PP..HHooiisstt 與與陳陳江江紅紅杏杏夫夫人人結結婚婚 5566 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PP..PP..TTrraaddiinngg 與與夫夫人人林林杏杏霞霞夫夫人人結結婚婚 3366 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EEYYEE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陳陳月月娥娥夫夫人人結結婚婚 4411 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LLooookk 社社友友與與夫夫人人林林均均美美夫夫人人結結婚婚 1122 週週年年快快樂樂  

  

祝祝福福您您~~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PP..PP..HHooiisstt((11..1166))  

PP..PP..BBaallll((11..2255))  

PP..PP..DDeessiiggnneerr((11..2200))  

MMiicchhaaeell 社社友友((11..1188))  

WWaatteerr 社社友友((11..1144))  

PP..PP..HHaarrddwwaarree 夫夫人人李李美美玉玉女女士士((11..2233))  

AAlluummii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顏顏淑淑如如女女士士((11..2200))  

DDiiggiittaall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謝謝昀昀潔潔女女士士((11..3311))  

IImmppoorrtteerr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廖廖云云妤妤女女士士((11..2222))  

LLuucckkyy 社社友友夫夫人人林林麗麗津津女女士士((11..2200))  

  

下週第1345次（1/19）例會 

下下週第1346次（1/26）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