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第十一屆 第二次 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日 期：10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3：30 報到 4：00 開會
5：00 交接暨就職典禮
地 點：台北凱撒大飯店 4樓 北京廳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38 號)電 話 ： (02)2311-5150)
出 席：理 事 長
賴正成
名譽理事長 康義勝
副理事長 楊敏盛、張 信
常務理事
陳福振、林裕榮、吳建村、許章賢、洪武男、陳吉輝、 楊祖穎
理
事
李維仁、李芳裕、郭肇盈、廖文達、鍾鶴松、林瑞容、黃南政、
李金坤、林志郎、 林千鈴、陳全雄、顏文澤、林承添、張廣博
常務監事
張廼良、顧清正、李博信
監
事
呂錦美、劉思楨、陳坤練、吳保同、 莊文中
秘 書 長
吳德銓
副秘書長
尹 彤、劉瑞林
請 假： 常務理事
何黎星
理
事
郭劉昭惠、林伯龍、周明智、邱秋林、謝炎盛、陳弘修、張宏明、
涂百洲、王仁孚、陳茂仁、張廣博
監
事
李世定、朱秋龍、張瑞欽、
議 程
主 席：理事長
賴正成
紀錄：秘書長 吳德銓
整理：幹 事 陳佳櫻
甲、主席致詞
一、本次為本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出席人數已超過半數，宣布開會。感謝各位撥冗參加，
請各位理監事多提寶貴意見，順利審議。
二、感謝各位理監事的支持，本人得能擔任本會第十一屆理事長，殊感榮幸，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今後尚請各位不吝指教，繼續鞭策，共同協力，期能使會務順利推展。
三、感謝前理事長康義勝，熱心服務，功在扶輪，任滿榮退，謹代表本會致贈紀念品，
以表敬意及謝意。
乙、討論事項：
一、提案人：理事長 賴正成 PDG Wood
案 由：本會擬聘任
1. 2014-15 年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
2. 國際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3. 地域扶輪基金協調人
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5. 台灣前總監協會會長
6.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創會長
7.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會長
8.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前理事長
9.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前理事長
10. D3490 前總監
11. D3500 前總監
12. D3510 前總監
13. D3510 前總監
14. D3520 前總監
15. D3520 前總監
為第十一屆顧問。請公決。
決 議：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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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其光社長提名人 RIPN Gary
謝三連前總監 TRF Trustee Jackson
林修銘前總監 RRFC Frederick
黃慶淵前總監 PDG Kent
張勝鑑前總監 PDG Mirror
林士珍前總監 PDG Micro
賴崇賢前總監 PDG Right
王博偉創社社長 CP Apollo
汪國恩前總監 PDG Hy-Line
洪學樑前總監 PDG Carbon
許勝傑前總監 RRFC Archi
呂春榮前總監 PDG Ginseng
蔡定邦前總監 PDG James
張吉雄前總監 PDG Joe
李翼文前總監 PDG Color

二、提案人：理事長 賴正成 PDG Wood
案 由：本屆擬設 13 個委員會(1)章程修改委員會(2)會員擴展委員會(3)財務委員會
(4)社區服務委員會(5)國際服務委員會(6)職業服務委員會(7)法治教育委員會
(8)公共關係委員會(9)聯誼委員會(10)扶輪家庭委員會(11)會刊編撰委員會
(12)網站委員會(13)立法會議特別委員會，並遴選各該委員會之主委。請公決。
決 議：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各委員會主委名單如下：
(1)章程修改委員會主委：吳建村 PDG CT
(2)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敏盛 PDG Knife
(3)財務委員會：陳吉輝 PP Road
(4)社區服務委員會：許章賢 PDG Medicare
(5)國際服務委員會：陳福振 PDG Bill
(6)職業服務委員會：張 信 PDG Letter
(7)法治教育委員會：張廼良 PDG Legal
(8)公共關係委員會：洪武男 PDG Ceramic
(9)聯誼委員會：何黎星 PDG Star
(10)扶輪家庭委員會：楊祖穎 PDG TY
(11)會刊編撰委員會：林裕榮 PDG Tora
(12)網站委員會：林千鈴 DG Soho
(13)立法會議特別委員會：郭肇盈 PDG Design
丙、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理事長 賴正成 PDG Wood
案 由：為慶祝黃其光 RIPN Gary 當選 2014-15 年國際扶輪社長，擬成立一特別委員會，
該委員會名稱另訂之。
決 議：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
二、提案人：名譽理事長 康義勝 PDG Kambo
案 由：建議聘任張慶忠委員 CP Time 為本屆顧問。
決 議：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
三、提案人：理事 廖文達 CP Kevin
案 由：鑒於本會擬舉行各項活動及維持會務之運作，建議各位理監事慷慨解囊，作
為各該項活動經費之來源。
職 稱
理事長
副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
顧問
名譽理事
常務理、監事
秘書長
理監事、副秘書長
決

金 額 (新台幣)
自由樂捐
10 萬元

5 萬元

3 萬元

議：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

散會：下午 5 時 15 分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理事長 賴正成 PDG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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