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349034903490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20202010101010~20~20~20~2011111111 年度台北縣第二年度台北縣第二年度台北縣第二年度台北縣第二、、、、四四四四、、、、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    
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 二二二二 次 社 長次 社 長次 社 長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板橋六社聯合辦事處會議室（板橋市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樹林社社長：Fashion     板橋東區社社長：AL 

  紀錄：樹林社秘書：Alen        板橋東區社秘書：Land 
六、會議開始：請樹林社社長 Fashion 宣佈開會 
七七七七、、、、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一一一一>>>>主辦主辦主辦主辦社樹林社社樹林社社樹林社社樹林社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FashionFashionFashionFashion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共同主辦社板橋東區社 AL 社長、總監 Victor、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Insurance、第四
分區助理總監 Debby、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Manpower、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Color，以
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歡迎各位撥冗蒞臨，今天的議題不多大家以
最輕鬆的方式來討論，祝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 
    <二>主辦社板橋東區社社長 AL 致詞： 
共同主辦社樹林社 Fashion 社長、總監 Victor、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二分
區地區副秘書、以及各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很快這個月結束今年度就
已經過了 1/4，我曾經聽過圓環社社友 Ken 也就是「這是咱的扶輪社」歌曲的作者黃
建銘老師的演講，他說如果你進入扶輪有 20 年的時間，只在你當社長那一年是在學
習領導，其他的 19 年都是在學習被領導，今天大家一樣來這裡共同學習，希望大家
有好的 ideal 能提出與大家分享，相信今年度我們都能做一個稱職的社長、秘書，謝
謝大家！ 
八八八八、、、、總監團隊致詞總監團隊致詞總監團隊致詞總監團隊致詞：：：：    
<<<<一一一一>>>>總監總監總監總監 D.G VictorD.G VictorD.G VictorD.G Victor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兩位共同主席、各位助理總監、地區副祕書、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今天非常
高興能參與第二、四、七分區第二次社秘會，第一社秘會因公式訪問行程忙碌所以不
克參加敬請見諒，往後只要有時間我一定會盡量出席社秘會。 

1.     年度開始 2 個月走過 47 個社與各社社友共同討論今年度的社務推動重點，看到
大家都非常用心、非常認真，讓我非常感動。今年我最大的目標就是社員成長，以往
在宜蘭、花蓮地區社員的成長速度比較緩慢，但是今年就不一樣，每社都動起來新社
友成長速度明顯增快，七月份本地區新社友人數達 120人之多，八月份也有 60 多人，
所以離目標 200人已經不遠了，雖然是如此各位社長還是要繼續加油，有好的夥伴都
要邀請進入扶輪社共同為世界服務。 

2.     8 月 12 日有 120 位社友陪我一同前往尼泊爾進行建校及淨水活動，讓我深刻體會
扶輪人的與眾不同，在行程中的其中一天碰到尼泊爾全國大罷工，連遊覽車都沒司機
開所以行程無法走，只得改為縱谷健行踏青之旅，但適逢當地雨季所以行程愈走愈驚
險甚至需涉水過河，但在每個危險地點扶輪人總是會有人挺身協助、互相幫忙，所以
雖然驚險萬分但全團 120人都能平安而歸，充分展現扶輪的服務精神。 

3.     在此要特別讚賞一下板橋中區社 Selene 社長及社友，對新北市社成立的寬容與
雅量，讓事情圓滿落幕。 

4.     由板橋社輔導成立的英文社，目前也在運作中，目前已有 20 多名社友，普遍年
齡層較輕，敬請各社多多推薦社友加入，並請多多協助與指教。 
最後還是要感謝各位社長把各社帶領的非常好，我很感動也很感謝，這一年我學習的
最多，讓我們一同繼續努力往前走，相信這一年的努力會有很大的收穫也會留下很難
忘的回憶。 
<<<<二二二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第二分區助理總第二分區助理總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監監監 A.G InsuranceA.G InsuranceA.G InsuranceA.G Insurance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二社共同主席、總監 Victor、Maintable 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今天第
二次社秘會很高興總監親自蒞臨，剛剛總監報告今年社員成長的情形，我們這分區也
不遑多讓三峽社在 7月份就增加了 6 位社友，相信我們不會輸給其他分區的。 
今年度我們很幸運跟隨了很好的領導人，有幹勁、有目標，是我們很好的學習機會。
尼泊爾建校、淨水活動我也參加了，我們要非常感恩我們生對地方、也有智慧的成為
扶輪人，有能力付出。建議各位社友沒參加的都應該去體會一下。 
今天同樣是 YEP的接待活動，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相信有推薦過子女參加的
社友都能體會到子女的成長，歡迎大家踴躍推薦。YEP 的學生就讀我們與致理技術學
院一直配合的非常好，若還有需要協助的地方請告訴我我一定盡力而為。 
今年總監網站有各個分區的網站，各分區可以將最新資訊貼上讓大家欣賞，也可共享
網頁效益，這是趨勢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管道獲得更多扶輪資訊，謝謝大家! 
<<<<三三三三>>>>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DebbyA.G DebbyA.G DebbyA.G Debby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兩位共同主辦社社長、總監 Victor、Maintable 扶輪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
很期待我們的社秘會，除可聯誼外還能共同討論各項活動的進行集思廣益。這一、二 
個月總監很辛苦進行公式訪問，因總監的努力所以我們也非常努力，本分區鶯歌社的
社員成長目標已經達成了，樹林芳園社也達成 50%，相信大家都非常努力所以要達成
目表一定不是難事。9 月 18 日清潔日淨山活動，地點是南天母森林樂園，有三條路線
三分區各自走一條路線，今年是以宣導為重點，有做環保筷來發送並宣導， 

活動還有摸彩及撿垃圾比賽，希望各社社友、寶眷踴躍參加，最後祝各社社運隆昌、
身體健康、平安快樂。 
<<<<四四四四>>>>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A.G A.G A.G ManpowerManpowerManpowerManpower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各位扶輪先進大家午安，很高興看到各社都將社務推動的非常順利，因為總監的
努力推動，各社也都全力配合，感覺很有成就感，相信我們將繼續配合總監的計劃進
行，祝福大家平安如意、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 
<<<<五五五五>>>>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ColorD.V.S ColorD.V.S ColorD.V.S Color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兩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年度大
家都感受到總監的用心，把扶輪當志業在經營，對總監的理念與信念大家都非常支
持。以往本地區在社員成長方面較弱，3480 及 3520 地區在 10 年間創造了 3500 位社
友，我們 3490 地區 10 年來僅維持平衡而無成長，所以今年總監的重點就放在社員成
長，今年有總監非常用心的鼓勵在花蓮、宜蘭地區社員成長明顯積極且有成效，這是
非常難能可貴的，相信今年除社員成長還包括各項捐款都能創新高。  
九九九九、、、、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前次會議決議結果。 
十十十十、、、、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 
        民國 99 年 11 月 7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六社聯合辦公室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北區扶輪社、三峽扶輪社主辦  
決  議：加入新北市扶輪社，並在第三次社秘會為共同主辦社。時間確定為 99 年 11 
        月 7日(星期日)，地點及舉辦方式由主辦社共同討論後書面通知。 
案由二：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0 年元月

15日 (星期六)中午 12：30假國立藝術大學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東區扶輪社、鶯歌扶輪社、土城中央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案由一：2010-2011 年度世界清潔日辦理方式及清掃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由第 2、4、7分區助理總監社承辦，日期：9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8：00報 
        到地點：南天母森林樂園。當天有三條路線、三分區各走一條路線，本次活 
        動將以宣導為重點，有做 2600份環保筷來發送並宣導，為鼓勵大家踴躍參 
        與活動還有摸彩及撿垃圾比賽。交通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在永寧捷運 
        站有接駁車接送，詳細地圖將 E到各社供參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舉辦日期、地點，  提

請討論。 
說  明：本次輪由板橋中區扶輪社、鶯歌扶輪社主辦，日期:11 月 20日（星期六）8：

30報到，地點：大板根森林遊樂區。每人報名費 300元，每社報名人數不得少
於社友人數，共同於園區內用餐各社認桌(桌/4000元酒自付)，除登山、用餐
外還可泡湯(需自費並事先登記)，總監將提供 100張泡湯券，每社約 6張，停
車及注意事項將於由主辦社發文告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賽時間、地點及是否合併芳園盃

揮桿行善募款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所募得款項,作為 YEP 清寒交換學生經費。 
決  議：時間：9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地點：另行通知，將與揮桿行善募款活動 
        分開舉辦。 
案由四：基於資源共享的方式，由地緣關係來互相協助推薦優秀人士加入扶輪。  
提案人：土城社社長 Punch 
說  明：因扶輪是一個非常有紀律的團體每週固定例會，有很多優秀人士會因為交通 
        考量無法大老遠參加介紹人所屬扶輪社，我們應該互相協助引導優秀人士加 
        入本地區其他扶輪社，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扶輪。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活動報告 

 土城山櫻扶輪社將於 99 年 9 月 9 日晚上 6：30 分假雅士達夜總會舉辦「關懷視障兒        
童慈善募款晚會」，敬請各社踴躍購票參與活動。 

 樹林芳園社社長 Lisa將邀請本屆團隊聯誼高爾夫球賽，賽後餐會聯誼，地點：藍鷹
高爾夫球場，時間再另行通知，敬請各位長官、社長、秘書務必出席。 

 福利旺扶輪社將於 99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晚上 6：10舉行社館啟用典禮，地點：樹
林市復興路 306 號 3樓，誠摯邀請各社共襄盛舉。 
十三、散會：會議於下午五點卅分圓滿結束。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3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3 名        

   出席人數:…………26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無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Paper、Thermo、Banker、House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LE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Victor賢伉儷  板橋扶輪社   

     D.S.Silk 賢伉儷    板橋扶輪社   

     P.P.E.Fu.Ku        板橋扶輪社 

     P.P.Lucky          板橋扶輪社 

     P.P.Torque         板橋扶輪社 

     P.P.Base           板橋扶輪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游朝安 總經理        本社 

     吳聰海 先生          本社 

     高聖燁 副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13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7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0470470470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3490~3490~3490~3490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D.G.VictorD.G.VictorD.G.VictorD.G.Victor 賢伉儷率團蒞臨公式訪問賢伉儷率團蒞臨公式訪問賢伉儷率團蒞臨公式訪問賢伉儷率團蒞臨公式訪問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Building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Paul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本週來賓：首先以熱烈掌聲歡迎今日重量級講師：3490 地區 D.G.Victor 

   以及蒞臨貴賓：3490 地區總監 D.G.Victor賢伉儷、3490 地區祕書長 D.S.Silk 賢 
   伉儷、3490 地區總監辦事處主任 P.P.E.Fu.Ku、3490 地區總監辦事處副主任 
   P.P.Lucky、3490 地區刊物編輯主委 P.P.Torque、3490 地區年度捐獻小組主委 
   P.P.Base、三重南區扶輪社 May 社友、碁優包裝有限公司 游朝安總經理、羽椿有 
   限公司吳聰海總經理、福朋飯店 高聖燁副理以及蒞臨本社的諸位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VC，祝福您生日快樂，健康平安! 
2. 本週結婚週年：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祝福您們結婚 33週年紀念快樂! 

◆ 秘書報告由 Spring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Lawyer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為新台幣$25,000元。 
◆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3,000 2. 助理總監 P.P.Manpower 3,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Hoist 1,000 
7. P.P.Ball 1,000 8. P.P.Case 1,000 
9. P.P.Thermo 2,000 10. 社長提名人 Valve 2,000 
11. 秘書 Spring 1,000 12. 社友 CNC 1,000 
13. 社友 Paul 1,000 14. D.G.Victor團隊 6,000 

小計：25,000元 

承上期：196,6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吳德淳 老師 

講題：活出你要的成功和人生  

講師簡介： 

現任-成功人生企管公司總經理 

學經歷： 

※ 東海大學社會系畢業 

※ 日本大學心理學博士 

※ 高考(社會行政)及格 

※ 台灣省政府組員 

※ 大學兼任講師、 教授 

※ 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教授 

※ 優美電腦公司總經理 

 

下週節目 
日期：10 月 14 日(星期四) 

講師：乞丐想變廟公 

講題：彭國忠 社友 

※會後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議※ 

                                                                                              社長：陳水生 Building  秘書：蔡木春 Spring  糾察主委：李富湧 Lawyer 社刊主委： 蔡清泉 Plastics  
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    

日期：10 月 10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7:50 

地點：土城浮州橋下河濱公園 

本社 Paper 社友報名參加挑戰賽，歡

迎社友與寶眷們前往參加為他加油!! 

2010-2011 年度各項扶輪基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五名 

◎永久基金   一名 

◎保羅哈里斯基金   至少三名 

歡迎社友們踴躍認捐！ 

PaulPaulPaulPaul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55.10.12)(55.10.12)(55.10.12)(55.10.12)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您您您您    

生生生生    日日日日    快快快快    樂樂樂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