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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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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錄紀 錄紀 錄紀 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廿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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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會地區職員與社長、秘書。 
六、主席：板橋西區社社長：E.M     大漢溪社社長：Cutter    土城山櫻社社長：
Judy 

  紀錄：板橋西區社秘書：Jack    大漢溪社秘書：Press     土城山櫻社秘書：
Sandy 

  司儀：板橋西區社秘書：Jack    土城山櫻社秘書：Sandy 
七、會議開始：請板橋西區社社長 E.M 宣佈開會 
八、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西區社社長 E.M.致詞： 

共同主辦社大漢溪社 Cutter 社長、土城山櫻社 Judy 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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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Benson、第七分區地區
副秘書 Michelle,以及各位同學大家午安、首先代表三個主辦社歡迎各位
的蒞臨,很高興有此機緣與大家成為同學,更期許今年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
健康康,各社社運昌隆,以上為個人簡短致詞,謝謝! 

    <二>主辦社大漢溪社社長 Cutter 致詞： 
二位共同主辦社 Cutter 社長、Judy 社長;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
Insurance、Debby、Manpower;第二、四、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Color、Benson、
Michelle,以及在位各位社長、秘書同期同學們下午好,很快七月已近尾聲
也度過尷尬的月份,緊隨八、九月份有許多事情,利用今日大家犧牲假期來
共同討論，也希望大家互相鼓勵、打氣,謝謝大家。 

    <三>主辦社土城山櫻社社長 Judy 致詞： 
二位共同主席 Cutter 社長、E.M.社長;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
Insurance、Debby、Manpower;第二、四、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Color、Benson、
Michelle,還有在座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很高興今年度與大家共同努力,也
很榮幸藉此認識大家,更希望今年度的計劃、 
社務皆能順利完成,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九、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Insurance 致詞： 

三社共同主席,Maintable 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很高興參與第
一次的社秘會,由今天起有許多艱辛及任務需要大家共同合作來完成,讓我
們各社更蓬勃發展,跟隨總監理想,完成世界服務,團結就是力量;互相配
合、學習，交出亮眼成單績與滿滿收獲,最後祝各社社務昌隆,謝謝大家! 

<四>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Debby 致詞： 
三位共同主辦社社長、Maintable扶輪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新
年度已起跑很榮幸成為總監團隊一員。在 Victor 總監期許下,大家皆很努
力,不少已達社員成長 20%目標,雖有壓力也代表成長;藉此社秘會平台,共
同協調溝通作最多聯誼與服務活動,結合各社人力、物力、財力,作最大的
效益;在最有效率總監領導下,成為最有效能的扶輪社,祝各位社運隆昌、身
體健康。 

<五>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Manpower 致詞： 
三位主辦主席、二位助理總監、三位副秘書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
有幸擔任助理總監一職,深覺助理總監或副秘書是社與總監之間的溝通橋
樑,並協助各位達成任務,於上述的認知下必會盡心盡力協助各位。 

    <六>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Color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導領、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團隊第一                 
次於此共同商討聚集二、四、七分區力量,作最大的發揮。 

各位擔任職務,皆是輪替而來的,亦是扶輪高標的倫理道德,贈送與會人員
精美小禮物(紅外線雷射筆),希望給各位有所助益發揮,成為各位的最佳講
師工具。 

    <七>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Benson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扶輪導領人、各社長秘書大家好,10-11 年第一次社秘會,
很榮幸有綠相聚於此,第一次擔任副秘書職務,望各位不吝指教;亦配合各
地區計劃與活動,共同努力、學習成長來完成,並望各位多多支持,祝今日社
秘會圓滿成功。 

<八>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Michelle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在位 Maintable 先進、各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很幸運
大家有綠同搭一艘扶輪大船,雖然每位皆是第一次擔任職務,大家同心協力
共同完成今年度各項計畫。還有總監 7/23 到三峽社公式訪問,值得一提是
House 社長、Building 秘書合作無間,已達成增加社員 6 位的工作任務,值
得嘉許並共勉之。 

十、報告事項：報告前次會議決議結果(詳閱附件)。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10-11 年度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
聯誼會，舉辦之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依前次會議決議輪由板橋東區扶輪社、樹林扶輪社主辦，日期：9
月 5日(星期日)下午 2：00；地點：板橋六社聯合辦事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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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整，地點：浮洲河濱公園(浮洲橋下)。 
決  議：全權由三位主辦社社長就當天提議內容與方向,規劃清潔日活動,於

7-10天內提出活動計劃,活動所需預算費用;各社亦可由 mail提供
意見供主辦社參考,必要加開臨時社秘會來決議。 

    案由三：10-11 年度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第一次高爾夫球聯 
              誼賽，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輪由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社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日期：8 月

30日(星期一) 上午十一時開球，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0-11 年度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舉 
        辦日期，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輪由板橋中區社、鶯歌社主辦，日期:11 月 20日（星期六）地

點：另行通知。 
決 議：日期訂於 11 月 20日(六)，地點與細節待下次社秘會再作報告。 
提案人：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E.M 
案由五：北縣第 247分區十五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賽舉辦時間，提請討論。 
說  明：建議依主辦社例會時間舉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 
案由一：第二、四、七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於第四分區樹林芳園社主辦時，

合併芳園盃揮杆行善募款活動,並擴大舉辦。 
     提案人：樹林芳園社社長 Lisa 

說  明：所募得款項,作為 YEP清寒交換學生經費。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屆社長、秘書聯誼公約，婚$2,000 喪$1,500（以社長、秘書為主
之直系親屬）喜$1,000 慶$1,000（生日、開幕） 

     提案人：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Manpower 
     決  議：下次社秘會再作決議。 

十三、散會：會議於下午四點卅分圓滿結束。 

 



 

 
 

  例會事項報告      7月 29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29 名        

   出席人數:…………21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 席 率:…………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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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oundation、Thermo、Pap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Manpower、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富城 老師         本社 

     高聖燁 副理         本社 

     饒志敏 店長         本社 

     張嘉宏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6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5 日出刊  
第第第第 666699995555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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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講師：李富城老師，接下來請 

   社友們用熱情的歌聲及掌聲歡迎今日來賓：福朋飯店 高聖燁副理、住商不動產明 

   德店 饒志敏 店長、富邦金控 張嘉宏先生、以及蒞臨本社的諸位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Valve 社友夫人郭淑珍小姐，祝福她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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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為新台幣$8,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3,000 2. P.P.Hardware 1,000 
3. P.P. Case 1,000 4. 秘書 Spring 1,000 
5. 社長提名人 Valve 1,000 6. 社友 Banker 1,000 

小計：8,000元 

承上期：108,600元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父親節
慶祝活動 

日期：8 月 5 日(星期四)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土城市金城路三段216號2樓) 

程序：PM 6:00 註冊 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晚會 餐敘 

爐主：Building 社長 敬邀~ 

※祝福所有的父親們~父親節快樂! 
 

下週節目 

日期：8 月 12 日(星期四) 

講師：戴昌儀 老師 

講題：比較中西兩位電影配樂大師 

       JOHN WILLIAMS VS 黃霑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

們出席開會，感謝您! 

InportInportInportInport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45.08.05(45.08.05(45.08.05(45.08.05))))    

PaperPaperPaperPaper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吳寶蓮吳寶蓮吳寶蓮吳寶蓮小姐小姐小姐小姐(44.08.0(44.08.0(44.08.0(44.08.05555))))    

       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    

二四七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二四七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二四七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二四七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8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AM10: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鴻禧高爾夫球場鴻禧高爾夫球場鴻禧高爾夫球場鴻禧高爾夫球場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報名費 500 擊球費擊球費擊球費擊球費 2,500 

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8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 

幸福藏在糊塗裡 
    有兩個患有癌症的病人。一個人耳朵靈便，從醫生的談話中聽到他們只能活三
個月時間了。於是，整天鬱鬱寡歡，結果還沒到三個月就死了。另一個人的耳朵有
些背，別說偷聽醫生的談話，就是你跟他直接說，他還聽不大清。奇怪的是，他不 
但活過了三個月，到現在已是兩年過去了，他還好好地活著。 
    在美國，有兩家同樣大小的公司，它們的總裁一個叫羅伯特，一個叫史蒂夫。
羅伯特是一位精於算計的人，凡事都比別人看得長遠。因為他早就預測到了 2008
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所以他決定將公司解散，還能給自己和員工們留一些生活費，
不然到時肯定會負債累累。因為他分析到，在 2008 年，美國有 30％的公司要倒閉，
像他現在這樣的小公司，肯定在那 30％之中。 
    史蒂夫不但不是一個善於算計的人，甚至還給人一種愚笨的感覺。他憨憨地認
為，未來永遠是無法預測的，就算你將世界上最完美的計劃放在他的面前，他也不
會相信，因滛未來還沒有真正到來。他覺得自己的公司只要能夠生存一天，他就一
定要讓它支撐下去。結果，他的公司竟然奇蹟般地度過了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
最終，會算計的人將公司解散了，而不會算計的人，卻將公司比以前辦得更紅火了。 
                人生中人生中人生中人生中，，，，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不靈通的比靈通的要好不靈通的比靈通的要好不靈通的比靈通的要好不靈通的比靈通的要好，，，，不精明的比精不精明的比精不精明的比精不精明的比精
明的要好明的要好明的要好明的要好。。。。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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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