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1201120112011～～～～12121212 年度新北市第二年度新北市第二年度新北市第二年度新北市第二、、、、四四四四、、、、七七七七
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板橋六扶輪社會議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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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會地區職員與社長、秘書。 
六、主席：板橋東區社社長：Wood、板橋南區社社長：John、樹林芳園社社長：

Janice 
    紀錄：板橋東區社秘書：Tea、板橋南區社秘書：Flame、樹林芳園社秘書 Fendi 
七、會議開始：應出席：34 位、實際出席：26 位、列席：9 位，板橋東區社社長

Wood 宣佈開會。 
八八八八、、、、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Wood 致詞：大家午安，很高興能擔任第二次

社長、秘書聯誼會的主席。昨天的清潔日感謝主辦社讓我們吸收很多的
維他命 D，享受陽光兼環保。也感謝大家在週日仍然踴躍出席今天的社
秘會。     

    <二>主辦社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John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在風
景優美的三峽河舉辦，河裡有魚兒游來游去，表示自然生態維護得很不
錯，三峽老街藝術氣息濃厚，值得一遊。 

    <三>主辦社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 Janice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
動感謝主辦社的用心安排，環境保護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淨河是一項很
有意義的活動。非常高興能擔任這次社秘會的主席，希望今天的會議能
順利完成。 

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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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James 致詞：大家午安，為能順利推動扶輪各項

活動，會定期舉辦社秘會，是很好的傳承。昨天在三峽河舉辦的世界清
潔日活動，感謝主辦社三社的用心與貼心，使這次的活動能順利完成，
活動後還有伴手禮三峽名產金牛角。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ign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動，
感謝二、四、七分區全體社友的熱情參與。11 月份的聯合登山也是我們
二、四、七分區的大型活動，另地區舉辦之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感恩音樂
會以認票方式募款，各分區以分配票數，詳細訊息以地區總監發文為準，
請各社社長協助完成。 

<三>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 致詞：大家午安，我們三峽有好山好水真
的很漂亮、懷舊老街值得一遊，日後請大家多多捧場，促進經濟發展。
預祝今天的會議順利！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lly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
動，本人另有要事未能參與，甚感抱歉。預祝今天的會議順利完成！ 

<五>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iant致詞：大家午安，明天是我們二、四、
七分區第一次高爾夫球聯誼賽在鴻禧球場舉行，請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六>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Security 致詞：大家午安，首先恭喜各位
社長、秘書從上任前的各項訓練會至今，很快的任期即將屆滿四分之一，
請好好把握一年社長任期“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時光。祝各社社運
昌隆！  

十十十十、、、、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訂中華民國一○○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假大阪根森林遊樂區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新北市扶輪社、樹林扶輪社、土城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爰去年方式：社友部分需全數報名、另歡迎寶眷踴躍報名參 
        加，報名費：每名 300 元。餐費：每桌 4,000 元、用餐時舉行摸彩活動， 
        請地區團隊提供摸彩品。新北市福利旺社社長 Diana提供每社兩箱多醣 
        體共 34箱。其餘細節授權主辦社全權處理。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訂中華 
        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議室舉 
        行，請討論。 
說  明：由新北市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訂中華民國一○○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農會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南區扶輪社、樹林扶輪社、土城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邀請謝金河先生主講經濟方面議題。  
第四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訂中 
        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地點另行通知，請討論。 
說  明：由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社大漢溪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主辦社全權處理，地點：立益球場。 
第五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是否聯合舉辦新世代服務-童子軍 
        露營活動，請討論。(提案人：樹林社) 
說  明：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三月十八日(星期日)假板橋 
        溪崑國中舉行，經費預估每社二萬元，活動人數為二○○位(免費報名)， 
        參加人員以二、四、七分區扶少團以及社友推薦報名者為優先，人數不 
        足時再開放學校報名。 
決  議：各社自由參加。  
第六案：是否舉辦扶輪知識研習會，請討論。(提案人：第七分 A.G. Test) 
說  明：訂 10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報到、1：30~6：00 研習會、地點：安 
        溪國中演藝廳，報名費：每名 200 元，講師陣容： P.D.G. Victor、D3510  
        P.D.G. Gleaner、P.P. China、 P.P. Pauline，如要用晚餐餐費每名 500 
        元，請另外登記。 
決  議：各社自由參加。  
十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年度之法治教育擬停辦，請討論。(提案人：第二分區 D.V.S. Kelly) 
    說  明：與教育局溝通後，因已連續舉辦二年，故今年暫停舉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活動報告： 

1.第二分區 A.G. James：(1)明天是我們二、四、七分區第一次高爾夫球聯
誼賽，請社友、寶眷踴躍參加。(2)地區舉辦之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感恩
音樂會訂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 6：30 入場、7：00開始；地點：新
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歡迎社友及寶眷踴躍前往聆聽，各分區有
分配票數，票價：貴賓席每張 2,000 元、一樓一般席每張$1,000 元、二
樓一般席每$500 元、演唱人員：于櫻櫻、蔡小琥、黃妃、文夏、文香、
紀露霞、江洋...等，結餘款將捐贈予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
縣社會局幫助貧困家庭、獨居老人，每縣市預定捐贈壹拾萬元以上。  

2. 第七分 A.G. Test：建議各社欲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申請
時，可結合公共形象委員會辦理。如：有線電視台跑馬燈、報紙刊登
廣告，以提昇扶輪公共形象。 

   3.新北市福利旺社社長 Diana：第四分區聯合例會訂 10月 20日(星期四)
下午 5：30 報到、6：00 餐敘聯誼、7：00 ~8：30 例會，地點：
龍鳳城海鮮餐廳，請各位扶輪前輩撥冗蒞臨指導。 

   4.土城中央社社長 Valve：扶輪知識研習會訂 10月 1日(星期六)下午 1：
00 報到、1：30~6：00 研習會、地點：安溪國中演藝廳，是由我們土
城中央社、三峽社、土城山櫻社共同主辦，請各社社友踴躍參
加。 

十三、下午四時十分由板橋東區社社長 Wood 宣佈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 席 率:…………95.4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NC、Adoah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Scuba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House、Yico、Civil、Bicycl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狄志偉 老師          本社 

     黃崑測 先生          本社 

     House 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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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77755557777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狄志偉先生、接下來歡迎今日本社蒞臨貴賓：企堡貿易 

   有限公司 黃崑測先生、土城扶輪社 House 社友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aul 社長提名人、Adoah 社友、Archi 社友夫人林麗雲小姐，祝福

您們青春美麗、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2,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4,000 2. P.P.Manpower 1,000 
3. P.P.Jeff 2,000 4. 祕書 Accountant 1,000 
5. 社長提名人 Paul 2,000 6. 社友 C.E.Foundation 1,000 
7. 社友 Archi 1,000 8.   

小計：12,000 元 

承上期：156,200 元 

 
 
 
 
 
 
 
 
 
 
 

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年度計劃基金認捐名單年度計劃基金認捐名單年度計劃基金認捐名單年度計劃基金認捐名單    
永久基金-社長 Valve USD1,000 
保羅哈里斯基金累計巨額捐獻-社長 Valve USD7,000 
保羅哈里斯基金-社長提名人 Paul USD1,000、社友 Chiang Ji 指定小兒麻痺 USD1,000、       
               社友 Spring 指定配合獎助金 USD1,000、社友 Paper USD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NT10,000)-P.P.Ball、P.P.Jeff、I.P.P.Building、秘書  
               Accountant、社友 Lawyer、Importer、Trading 

本週節目 
講師：劉昭利 社友 
講題：環保節能救地球-磷酸鋰鐵 
講師簡介： 
現任-閎碩科技(股)公司 負責人 
     達億能源(股)公司 負責人 
學經歷： 
※ 台北工專工業工程系畢 
※ 2010 年 99 加入扶輪社 
 

下週節目~社區經營管理講座 

日期：10 月 20 日(星期四)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三樓 
講師：王塗發教授 
講題：深化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對台 
      灣未來發展的影響 
議程：PM 14:00~14:30 註冊 
      PM 14:30~15:30 開會 演講 
 

社區服務~土城節能盃自行車賽 
日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7:30 開幕儀式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城路 17 號) 

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    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    ────    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    

上驚 

做戲上驚無人看，生日上驚無麵線，演講上驚無靈感，娶某上驚某冷感。 

贈師兄弟江記 

事業成敗論英雄，社會現實是正常，認真打拼愛自強，東山再起一尾龍！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Auto 社友(65.10.14) 

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

(55.10.22) 

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 

(72.10.18) 

祝福您們 

結婚 28 週年紀念快樂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