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五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

於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議室舉
行。 

說 明：由鶯歌扶輪社、土城中央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五次社長、秘書聯誼會邀請

2012-2013 年度社長及秘書共同參與，提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社秘
書 Gas) 

決 議：照案通過。煩請第五次聯誼會主辦社邀請 2012-2013 年度的社長及秘 
        書共同參與。 
十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日期、

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西區社、大漢溪社、三峽社主辦。 
        2.第六次社秘會為避免與各社授證紀念慶典日期撞期。 
          擇期於 101 年 5 月 20 日(日)AM10:00 開始，中午餐敍。 
        3.地點由主辦社決定後另行通知。 
        4.邀請 2012-2013 年度社長及秘書共同參與。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活動報告： 
1.大漢溪社社長 Banker：100 年 11 月 24 日舉辦的第二次高爾夫球聯誼賽圓滿

結束，助理總監也準備了紀念幣贈送給參與人員，在收入方面感謝第四分區
各社及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的贊助使經費充足，在經費不足部份己由社裡
分攤補足，謝謝各位。 

2.三峽社社長 James：誠摯邀請大家參加 2 月 24 日(五)舉辦的第三次高爾夫球
聯誼賽，希望大家踴躍報名參加，謝謝大家。 

3.板橋東區社社長 Wood：邀請各位參加本社 6/1 在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B2 福祿
廳舉行 25 週年慶典，歡迎各社社友撥冗參加。 

4.新北市扶輪社社長 Rebekah：第二、四、七分區聯合登山的活動費用有結餘
一萬多元，因每年都有辦登山活動，建議將費用移轉至下一次當摸彩品使用，
獲得在場與會人員一致通過。 

 下一次主辦社：新北市福利旺社、板橋群英社、土城山櫻社非常感謝新北市 
 扶輪社、樹林社及土城社將結餘費用移轉到下一次使用，期望明年能將登山 
 活動舉辦的更盛大、人數更多、獎品更多、菜色更好，感謝大家! 
5.板橋南區社社長 John：本社授證日期訂於 101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誠摯的

邀請大家來參加。謝謝各位! 
6.板橋群英社創社社長 Ali：本社授證日期為 3 月 10 日(星期六)，在新北市政
府六樓禮堂以茶會方式進行，會以正式公文邀請大家，歡迎大家蒞臨指導。 
7.新北市扶輪社創社社長 Rebekah：邀請大家 1/16 參加本人接任板橋區婦女工
商協會理事長一職，地點在天皇御園婚宴會館，希望大家來熱鬧。 
8.請執秘在會後將各社授證紀念慶典時間彙整後再送給各位，謝謝!! 
十三、下午四時由新北巿福利旺扶輪社社長：Diana宣佈散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新北巿 

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新北巿板橋區四川路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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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七分區各社社長、秘書 
六、主   席：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社長：Diana 
紀   錄：板橋社秘書：Gas、板橋北區社秘書：Banker、福利旺社：Fancy 
七、會議開始：福利旺社社長 Diana宣布開會。 
八、主席致詞： 
主辦社-新北巿福利旺扶輪社社長 Diana 致詞： 
    各分區助理總監、各位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各社秘書大家午安，今天的
社秘聯誼會是由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新北市福利旺社共同主辦，很感謝板橋社、
板橋北區社在會前的準備工作完善，本社學習到很多寶貴經驗。 

板橋社社長 Water 及板橋北區社社長 Fusen 兩位社長有要事無法出席，
Diana 謹代表敬祝各位在新的一年祝各位～一年好、二年好，年年開花好結果。
一年春、二年春，代代出好子孫。一年發、二年發，萬事如意不缺乏。 
揮别 2011 迎向 2012，各社社務也陸陸續續暫告一個段落，各分區及地區的活動
也都陸續完成，我們也必需在 3 月底將各社的成果報告至總監辦事處，相信各社
都已充份就緒，讓我們一起努力!感謝各位在新年頭舊年尾百忙中撥冗參與，敬
祝各位生龍活虎、龍騰虎躍，各社社運昌隆。 
九、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James 致詞：大家午安，今天是第四次社秘會，在

這祝大家新年快樂，在大選過後相信新的一年會更好，今天的會議就以輕鬆
的聯誼方式進行，新北市社社長 Rebekah 也將在明天接任板橋區婦女工商會
理事長，在這恭禧她。總監辦事處第四次來函請各社推薦 2014-2015 年度的
地區總監提名人，如果有好的人選也請各位踴躍推薦。謝謝!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ign 致詞：大家午安，選舉已經結束了，不管心目
中的人選是否當選，我們都需歸於平靜，回歸於扶輪的服務，在這裡祝福大
家在新的一年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三>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致詞：大家午安，紛紛擾擾的選舉已經結束了，
不管贏還是輸大家回去還是要打拼，4/21、4/22 在宜蘭舉辦地區年會，如有
節目表演，也請各社提早準備，雖然各社服務已做的差不多，在新的一年請
大家回顧一年來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或補強的地方，或得意的地方，也請大家
檢討一下。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大家!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lly致詞：大家午安，很高興時間已經過了
一半，工作也大部份都完成了，如還有工作需完成應在 2 月中前完成，在過
幾天就過年了，在這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恭禧發財，心想事成。謝謝大
家! 

<五>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iant致詞：大家午安，在上次老歌慈善演唱
會及百年植樹活動都辦得很成功，在這先感謝大家，下一次的活動是 2/24
的高爾夫球聯合比賽活動，也請社友踴躍參加，最後在這向大家拜個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謝謝! 

 



 

 

  

 例會事項報告         2 月 1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8 名        
   出席人數:…………3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 87.5%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E.Foundation、CNC、Adoah、 
Civil、Water、Ai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Quba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hiang Ji、Jeff、Agent、Designer 
LED、Archi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A.G.Test          三峽扶輪社   
     D.V.S.Security    土城扶輪社 
     邱千泰 經理          本社 
     尹以撤 副總          本社 
     王斯靖 先生          本社 
     楊  璞 會長          本社 
     郭堯芳 經理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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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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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貴賓：助理總監 A.G.Test、地區副秘書 D.V.S.Security、

威信國際人力公司 尹以撤副總、財順集團 邱千泰經理、新銳設計 王斯靖先生、
財務會計主管聯誼會 楊璞會長、南山人壽 郭堯芳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Bicycle 夫人蕭陳宴小姐、I.P.P.Building 夫人楊玉盞小姐，祝 
     福您們青春永駐、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BM 社友與廖金鳳夫人結婚 16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永 
     浴愛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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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Manpower 2,000 
5. P.P.Ball 1,000 6. P.P.Case 1,000 
7. I.P.P.Building 1,000 8. 祕書 Accountant 1,000 
9. 社長當選人 Paul 2,000 10. 社友 Spring 1,000 
11. 社友 Banker 1,000 12. 社友 BM 1,000 
13. 社友 Green 1,000 14. 楊秋月小姐 1,600 

小計：19,600 元 

承上期：386,4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俊良 老師 
講題：人脈就是錢脈 

講師簡介： 

現任-社團法人台灣國際身心靈研究發

展學會理事長 
學經歷： 

※ 台灣大葉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

(逆境回應與壓力管理；全國 MBA 論

文獎) 

※ 美國麥當勞芝加哥總部餐廳經營學

士暨營運管理顧問學程結業 

※ 台灣教育部審定合格大學講師、美

商麥當勞資深督導營運顧問 8年 

※ 中國青創總會理事 

※ 台灣加盟促進協會第二屆監事、第

三屆理事 

※ 心理諮詢師、高級營養師 

※ 廣播金音獎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下週節目 
日期：3 月 1 日(星期四) 
講師：本社 蔡木春 社友 
講題：紡織與印染 

 

社內活動~Designer 父親公祭 
日期：2 月 24 日(星期五) AM 7:50 

地點：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恩廳 

     (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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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愛實在 

做人叨愛有實在，有實在則嘜失敗。做事叨愛有實力，有實力則通臭屁， 

無實力叨會漏氣！ 

山頂土雞仔城 

聽到人聲泵泵滾，飲酒呷飯配竹筍，金瓜芋仔炒米粉，呷落爬山腳步穩， 

無呷你會加崙損！ 

P.P.Plastics 

(47.02.26) 

祝福您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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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