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戰那真是沒面子，其實在我擔任社長那屆就想要推薦總監人選但是卻被刷下來，所以

本人也是心有戚戚焉，最近本人將出一本”台灣四句聯”的書，屆時出版會贈送所有同

學一人一本，若有不懂的地方再來問我，本人沒有其他長處但就是說話幽默風趣，謝謝

大家預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 

 

九、前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案由四：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九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目前執行進度，請主辦社土城山 

        櫻社說明。 

土城山櫻社社長土城山櫻社社長土城山櫻社社長土城山櫻社社長 Amy ChiangAmy ChiangAmy ChiangAmy Chiang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日期定為 11 月 17 日(星期六)，地點確定為德霖技 

        術學院，由本社以四、七分區名義出具公文並請民意代表代為跟德霖技術學院 

        商借場地，預算部分目前初估各社全體社員人數加上預估出席的寶眷人數約有 

        500 位，報名費每人收$300，總收入部分約$135,200，廠商報價：毛巾一條$50、 

        帽子一頂$90，礦泉水 20 箱 1 箱$100、工作人員申媽媽加班費$1200 以上總計 

        支出約$73,200，餘款約有 6 萬元左右拿來做團康及模彩品的費用，早餐與午 

        餐請各社自理，屆時會做成詳細資料再跟各社報告。 

案由五：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九扶輪社為宣傳扶輪公共形象三鶯高灘地扶輪塔興建，目    

        前執行進度，請承辦社福利旺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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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FrancisAG FrancisAG FrancisAG Francis 代為說明代為說明代為說明代為說明：：：：因 Fancy 社長目前人在國外洽公所以由本人 

        代為說明，原先規劃的扶輪塔造價偏高約 50-60 萬，所以會再邀請本身為建築 

        師的三峽社 Archi社長及本人一位具有美工造型專長的朋友配合原來設計圖 

        稍做修飾，盡量以最精簡的費用做到最好的結構及美觀的造型，將這個扶輪塔 

        做到最好，希望農曆過年前能來完成今年度這個具有象徵扶輪公共形象意義的 

        工作。 

十、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九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十二月廿三日 

        (星期日)下午 5 時，假蓮品齋素菜餐廳(樹林區中正路 441-1號)舉行，提請討 

        論。 

說  明：由樹林芳園扶輪社、三峽扶輪社主辦。 

決  議：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改訂於十二月廿二日(星期六)下午 6 時，假蓮品齋 

        素菜餐廳(樹林區中正路 441-1號)舉行。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人：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Pauline 

案由一：關於推薦總監提名人的部分，請鶯歌社社長 Horace來說明 貴社做了哪方面的 

        準備，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九社該如何共同聯合來支持與配合。 

說  明：今天原本邀請 Polish PP來列席跟各位做說明，但是他因臨時有急事必須到日

本一趟，下週一才會返台，目前鶯歌社全體社友均是全心全力支持並配合 Polish 

PP也陪同他至各社去做說明與尋求支持，Polish PP本身是很有信心也志在必

得，在此也希望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各社全體社友能全力幫忙與支持。  

決  議：1.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九社對於 2015-16年度總監人選，一定必須要在第四、

七分區產生是勢在必行，因此第四、七分區九社全力推薦與支持鶯歌社 Polish 

PP出來擔任 2015-16年度總監人選。 

        2.總監提名委員會若是對於新北市第四、七分區推薦的總監人選有意見時，請

說明否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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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2222~20~20~20~201111333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第四第四第四第四、、、、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    

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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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記 錄記 錄記 錄    

一、時間：2012年 10 月 18日【星期四】晚上六時 

二、地點：青青餐廳（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6號）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土城社社長：張甫行 Gyno     大漢溪社社長：簡宏汶 House     

  紀錄：土城社秘書：邱國桐 Paper    大漢溪社秘書：林銘煌 Dennis 

六、會議開始：請土城社社長 Gyno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土城社社長 Gyno 致詞：Main table 扶輪領導人以及四、七分區各社社長、

秘書晚安，很高興主持今天第二次的社長、秘書聯誼會，現在宣布會議開始。  

<二>主辦社大漢溪社社長 House 致詞：各位與會的社長、秘書，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大家晚安很高興今天與土城社共同主辦本次會議，依據前次會議結論雖為共同主辦但還

是有一位主辦社，所以今天我們是以協辦的角度來參與，希望今天會議圓滿成功，謝謝

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Francis 致詞：二位主辦社社長及 AG Pauline、DVS Blower，

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晚安，上週總監邀請各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召開第一季各分

區服務績效進度說明，第四分區在社員成長部分尚須再多加強，二社未達 25 名社友的

社目前也都已達到 25 名的標準，希望這二社能再繼續加油穩固 30 名社友的目標，希望

第四分區在社員成長部分能慢慢迎頭趕上第七分區，扶輪基金捐獻部分第四分區芳園社

保羅哈里斯共計捐了 28 顆(含二顆巨額捐獻)目前是最高名額的社，但是距離總監年度

基金捐獻的總目標尚未達成還是有成長空間。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Pauline 致詞：二位主席及各位扶輪好夥伴大家好，四、七

分區應該團結成為一個大家庭，大家互學相長，今天社秘會的重點應放在鶯歌社 PP 

Polish 有出來擔任總監提名人要為大家服務的意願，我們應該將此事當成是新北市第

四、七分區共同推派他出來的一件大事，不要讓他個人單打獨鬥，今天四、七分區九社

應該要努力團結將 Polish PP送上總監的位子，如果這次再失去這個機會，不論如何對

於我們第四、七分區都是一大傷害，待會我們應該研究該如何將 Polish PP推派出去，

這是我們今天該討論的一大議題，謝謝各位。 

<三>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Blower 致詞：二位主席 Main table的好朋友以及在座的

社長秘書同學大家好，我要說的都被說完了，今天會議重點是有人要出來擔任總監，我

們就是要全力支持，不管是搖旗吶喊或是打鼓助陣，無論如何 20 年來第二分區總監已

出任 6 位，而第四、七分區卻是掛零，如果沒全力支持鶯歌社推派出來的人選，還被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8名     
   出席人數:…………41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 席 率:………… 91%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ir、Barcode、CNC、Civil、 
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BM、HPO、Winner 
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Jeff、Manpower、Media、Wine、 
Wood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林建宏 社友          講師 
     Stanless社友    板橋東區扶輪社      
     陳政盛 先生          本社            
     林芳伃 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6 卷第 16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出刊  
第第第第 88881111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Paul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Andy 社友；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板橋東區社社
友 Stanless、銓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政盛總經理、鎮洪數碼科技(股)公司 
林芳伃小姐以及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Calvin 夫人蕭靜如小姐，祝福您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Green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34,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5,000 2. P.P.PVC 1,000 
3. P.P.Case 1,000 4. P.P.Building 1,000 
5. I.P.P.Valve 11,000 6. 秘書 Green 1,000 
7. 社長提名人 Spring 1,000 8. 社友 Andy 3,000 
9. 社友 Archi 1,000 10. 社友 Auto 1,000 
11. 社友 Bearing 1,000 12. 社友 Designer 1,000 
13. 社友 Importer 1,000 14. 社友 LED 1,000 
15. 社友 Machine 1,000 16. 社友 Ocean 1,000 
17. 社友 Quba 1,000 18. 社友 Adoah 1,000 

小計：34,000 元 
承上期：302,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許淑晶 小姐 

講題：社交禮儀及服裝搭配 

講師簡介： 

現任-凱薩琳時尚創意集團/創意總監 

學經歷： 

※ 崇右企專商業文書科畢業 

※ 美商美樂家市場行銷處長 

※ 美商雅芳化妝品資深行銷專員 

※ 資深荷蘭花藝師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台

北第二分會創會會長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總

會  常務理事 

◎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四七分區聯合 

登山活動 
日期：11月17日(星期六)  
活動流程： 
08：00~08：30 集合-領取早餐、帽子、 
             毛巾、水 
08：30~10：00 爬山 
10：10~10：40 團康活動 
10：40~11：30 摸彩活動 
11：30 活動結束，餐敘 
集合地點：德霖技術學院體育館一樓 
         (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登山路線：清雲路587巷→登山口上山 
         →土城大尖山青龍嶺 
中午用餐地點：釣魚臺活海產市場 
         (土城區中華路一段208號) 
※請社友與寶眷準時參加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 ~ ~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AccountantAccountantAccountantAccountant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42.11.12)(42.11.12)(42.11.12)(42.11.12)    

C.P.YicoC.P.YicoC.P.YicoC.P.Yico 夫人張佳美夫人張佳美夫人張佳美夫人張佳美(45.11.14)(45.11.14)(45.11.14)(45.11.14)    

SpringSpringSpringSpring 社長提名人夫人褚阿杏社長提名人夫人褚阿杏社長提名人夫人褚阿杏社長提名人夫人褚阿杏

(43.11.10)(43.11.10)(43.11.10)(43.11.10)    

LandLandLandLand 社友夫人何淑卿社友夫人何淑卿社友夫人何淑卿社友夫人何淑卿(62.11.10)(62.11.10)(62.11.10)(62.11.10)    

I.P.P.Valve&I.P.P.Valve&I.P.P.Valve&I.P.P.Valve&郭淑珍夫郭淑珍夫郭淑珍夫郭淑珍夫

人結婚人結婚人結婚人結婚 32323232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69.11.09)(69.11.09)(69.11.09)(69.11.09)    

JaysjinnetJaysjinnetJaysjinnetJaysjinnet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鄭雲雲夫人結婚鄭雲雲夫人結婚鄭雲雲夫人結婚鄭雲雲夫人結婚 18181818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83.11.13)(83.11.13)(83.11.13)(83.11.13)    

感感感感        謝謝謝謝    

P.P.PVC 夫人陳美蓮小姐

製作美味龜苓膏請大家

吃，養生又好吃，感恩啦！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