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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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四四四四、、、、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    

十十十十 七七七七 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 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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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案議 案議 案議 案    
一、時間：2011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 
二、地點：六社聯合社館（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 
板橋中區社社長：Selene  鶯歌社社長：Smart  新北市福利旺社社長：Banker 

  紀錄： 
板橋中區社秘書：Lisa      鶯歌社秘書：Gift     新北市福利旺社秘書：Diana 
六、會議開始：請板橋中區社社長 Selene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中區社社長 Selene 致詞： 
    今天共同主席、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位社長、秘書及下屆社長、秘書、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大家好！時間過的很快，我們舉辦這一屆第五次社秘會了，
等一下如果有議題，請大家踴躍提出來討論。 
    <二>主辦社鶯歌社社長 Smart 致詞： 
    今天共同主席、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位社長、秘書及下屆社長、秘書、
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大家午安！看到新同學來，就像要畢業了，長江後浪推前
浪，扶輪社一代接一代，扶輪精神更融洽。今日社秘會是二、四、七分區最中樞，
各個活動從此衍生而出，期望扶輪領導人大家一起努力，讓扶輪業務更往前推動。 

<三>主辦社新北市福利旺社社長 Banker 致詞： 
    二位共同主席 Selene 社長、Smart 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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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社長、秘書、下屆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社長、秘書大家午安。距離交接日僅剩下 102 天，到了應該是享受扶輪，但似乎
比剛接任時工作更加繁忙。歡迎下 2011-12 年度社長、秘書與會，扶輪精神將藉
由各位來傳承，大家共同努力讓扶輪社更好，在此祝福大家，謝謝！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總監 D.G Victor 致電： 
 在此一一問候各位扶輪先進，因蘆洲網路扶輪社於今日舉行創社授證儀式，本人
無法親臨社秘會會場，在此特別感謝各位的用心與為扶輪打拚的精神，感謝各位！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Debby 致詞： 
    今天三位共同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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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助理
總監、地區副秘書、社長、秘書、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今日很高興 2010~2011
年度扶輪服務項目已完成 80％～90％了，這屆成績單也在 3 月 10以前已交出，在
總監 Victor 的領導下，各位社長、秘書及全體社友用心走過 8、9 個月，社務推
動成果輝煌，破了多項紀錄，如社員成長、扶輪基金捐獻…等等。在此很高興
2011~2012 年度領導人共聚一堂，社秘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大家共同討論，扶
輪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有組織概念，各位配合的非常好，今年可順順利利完成
各項服務，祝福各位幸福美滿，也祝福未來有更好的藍圖與願景，謝謝大家。 
  <三>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Manpower 致詞： 
    本人在此提出三加一報告： 

1.  1.第二、四、七分區聯合高爾扶球聯誼賽最後一次已於本年 2 月 24 完成，參加 
2.    人數 90 人之多，圓滿成功。 
3.  2.3 月 17日 G.S.E.歡迎會，感謝第二、四、七分區凝聚力，感謝第二、四、七 
4.    分區各位社長、秘書及社友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感謝之意。 
5.  3.各位本屆社長、秘書如何聯誼互動，請大家集思廣益，下次提出具體企劃與細 
6.    節作法。於本屆卸任後如何互動，請大家建議。 

8. 4.小弟閨女出閣，感謝大家參與與祝福，在此特別感謝各位。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Color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助理總監、三位副秘書、各位社長秘書及下屆助理總監、地區副 
秘書、社長與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陣容龐大，也感觸良多，時間過的很快，
在不久之前參與樹林海產大王餐廳的社秘會，現在又是扶輪領導人社秘會的時
候，在這卸任的前奏，最棒的是在總監 Victor卓越領導下，創下 20％淨成長率，
大家盡了很多力，非常欽佩與敬佩二、四、七分區各位領導人的用心、用力與效
果展現。我相信下任社長、秘書也能創造美好的願景，在扶輪大家挺大家，共同
成長一起進步，祝福各位事事成功。 

<五>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Benson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及下屆助理總監、地區副
秘書、社長與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很歡迎本屆與下屆社長、秘書扶輪領導
人出席參與會議。恭喜各位在這屆有斐然的成績展現，恭喜各位也祝福各位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 

<六>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Michelle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各位 Maintable 先進、各社長秘書及下屆社長與秘書大家午
安大家好。感謝也感恩各位，在座扶輪先進有一半雖準備缷任，預祝各位扮演角
色工作能夠完成。責任來時即須承擔，即將上任之社長、秘書大家不用緊張，扶
輪工作實在美好，相信各位能完成事務。 
九、報告事項：報告前次會議決議結果。 
十、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

2011 年 5月 29日(星期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吉立餐廳板橋店舉行，提
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南區扶輪社、樹林芳園扶輪社、土城中央扶輪社主辦 
決  議：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訂於 5月 29日（星期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並邀請各社下屆社長、秘書及地區團隊一同列席
參與。 

十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關於扶輪社聯合活動的摸彩節目是否可適切調整為贈送有紀念價值的紀 
        念品案。 
   提案人：樹林社 Fashion 社長 
決  議：是否調整活動執行模式，本屆可建議與提供活動報告，但主導權應交由

下屆扶輪領導人決定之。 
第二案：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下屆扶輪領導人應是否提前到會檢討與計劃討 
        論。 
提案人：樹林社 Fashion 社長 
決 議：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訂於 5月 29日（星期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至於是否下屆扶輪領導人提前到會共同討論，由
下屆扶輪領導人自行決定。 

十二、建議事項： 
1. 建議本屆製作第二、四、七分區聯誼通訊錄予以下屆聯繫之用。 
【新北市第一社 Rebekah 社長】 
決議：由本次主辦社辦理，於第六次社秘會發給。 

2. 關於推定共同舉辦大型聯合活動建議案。【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Color】 
  決議：決定權由下屆扶輪領導人自行決定。 
十三、其它事項： 

1.     本日四點卅分請第二分區的地區團隊、社長、秘書留下準備地區年會節目，
練習「咱攏是扶輪社」帶動唱歌曲。 

2. 江翠國小贈送 T恤，請未登記尺寸的社長向新北市（第一）社執行秘書登記。 
十四、散會：會議於下午四點卅分圓滿結束。 

 



 

 
 
  例會事項報告      5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6 名        
   出席人數:…………26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 1 名                     

    出 席 率:…………97.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NC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ardware、Paul、Manpower、Val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Jeff、 
LED、Service、Trading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冠穎 老師          本社 
     陳陽春先生           本社   
     陳文吉 先生          本社 
     Archi 副社長       三峽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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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77773333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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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er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陳冠穎 小姐，接下來歡迎蒞臨本社來賓：理由科技有限 

   公司 陳陽春先生、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陳文吉建築師、三峽扶輪社 Archi 副社 

   長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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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新台幣$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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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1,000 
3. 祕書 Spring 1,000 4. 社友 Land 1,000 

小計：6,000元 

承上期：511,6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勝隆 老師 

講題：知識改變命運-新世紀的新動力 

講師簡介： 

現任-雙贏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講

師兼執行長、中華大專生涯發展協會

專任講師 

學經歷：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 私立學田文理補習班總導師 

※ 實踐家知識管理集團-DISC 與業務

部協理   

※ 私立文德女中康輔社指導老師 

※ 中華創業家協會理事 

※ 中華工商教育訓練協會大專幹事 

 

下週節目 

日期：6月9日(星期四) 

講師：樹林芳園扶輪社 P.P.Lady 

講題：一個優質的扶輪社 

◎會後召開六月份理事會議 

2011-2012 社員研習會議 

日期：6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6:00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花蓮市林園 1-1 號) 

本社應出席人員：社長當選人

Valve、祕書當選人 Accountant、

社員委員會主委 Spring、社友

Importer，請準時出席！ 

搭乘火車時刻及地點：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1051105110511051 車次車次車次車次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06:30 06:30 06:30 06:30 花蓮花蓮花蓮花蓮 09:2109:2109:2109:21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1010101096969696 車次車次車次車次    花蓮花蓮花蓮花蓮 08080808::::30303030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22222222::::52525252 

 

Valve 社長當選人

(42.06.03) 

祝福您 生日快樂 

Paper 社友與吳寶蓮夫人 

(65.06.05) 

祝福您們結婚 35(碧玉

婚)週年紀念快樂 

扶輪知識~團體研究交換所帶來的改變 

  來自荷蘭的一個團體研究交換團計畫
在2004年12月的海嘯災難之後不久參訪
印尼的一個地區。團體研究交換團圓已知
道他們的接待地區發生損害並著手一項
任務：將帶回一項對海嘯受難者有益的計
畫。在他們訪問期間，他們發現很多於
Acehnese 地方的學生因為在海嘯時失去
家庭，所以無法繼續就學。團體研究交換
團長向荷蘭的扶輪社提出呼籲，透過印尼
的 Bandung 扶輪社的協調之下，來尋找
Acehnese 地方直得幫助的學生加以支持
並完成他們就學的計畫。 
  此項計畫，是透過一個團體研究交換關
係所建立的，將可確保爪哇西部很多受海
嘯襲擊的學生得到必要資源來實現他們
獲得一個大學學位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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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