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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整 

二、地點：樹林芳園社社館（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516號5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樹林芳園社社長：Fortuna    三峽社社長：Building 

  紀錄：樹林芳園社秘書：Angel      三峽社秘書：Sam 

六、會議開始：請樹林芳園社社長：Fortuna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樹林芳園社社長：Fortuna 致詞 

共同主辦社三峽社社長 Building、第四分區 AG Smart、第七分區 AG Tea、

第四分區 DVS Helen、第七分區 DVS Tea 以及各位 2013-14 愛您一生一世

的社長、秘書同學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1.Fortuna 很有緣和大家在同一年當社長秘書，很高興也很榮幸，又可以

和三峽扶輪社 Building 社長共同主辦第一次十社的社長、秘書聯誼

會，在此表達歡迎並感謝各位的蒞臨參加。 

2.對於輪流主辦的各項活動，我想輪到的各社社長們都已經很用心的規

劃，舉辦的時間、地點、費用如何分攤等等，等一下的討論，請大家

踴躍的發言，希望可以很快很有效的達成共識。 

3.今天也剛好是三重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的慶典，有些社要去國賓飯店參

加授證，所以今天的會議在 4 點 30 分以前必須圓滿，請大家一起掌控

時間，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下午，謝謝大家。 

    <二>主辦社三峽社社長：Building 致詞 

        大會共同主席樹林芳園社社長 Fortuna、第四分區 AG Smart、第七分區

AG Tea、第四分區 DVS Helen、第七分區 DVS Tea 以及各位 13-14 年度社

長、秘書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很榮幸和各位社長、秘書有緣來當 13-14

年度的同學，希望大家待會盡量提出問題及討論。也感謝 Fortuna 社長

為大家準備下午茶點心及飲料。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mart 致詞：恭禧大家成為 13-14 的好朋友、好同

學，相信以後我們會很融洽的在一起，雖然今天第一次開會大家有點生

疏，但相信往後我們的團隊也會慢慢成熟慢慢的長大，希望大家好好的

經營這一年，謝謝。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a 致詞：今年主題「參與扶輪、改變人生」及愛

你 1314非常感性及貼切，這一年不管汗水、果實、酸甜苦辣也好，以後

都將是個美好的回憶「付出愈多回憶更多」。感謝各位社長秘書的協助幫

忙，最後預祝今天社秘會順利成功，大家闔家平安，謝謝。 

    <三>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Helen 致詞：雖然第四、七分區只有十個社， 

        但這種氛圍也很好小而美，社秘會一樣也會發揮最高的效率，能夠創造 

        1314 一生一次最美麗，最值得回憶的過程及成績，祝福大家未來的一年 

        都能夠留下最美好最棒的成績，謝謝大家。 

<四>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Tea 致詞：地區副秘書協助助理總監執行許多
社務行政工作，及隨行助理總監經常到總監辦公室討論今年度的工作目
標。其中 WCS 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劃的經費不夠，在今天要提出討論。
在此謝謝大家，希望今天會議圓滿結束。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

討論。 
說  明：訂於 2013 年 10 月 19日(星期六)由大漢溪社、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山 
        櫻社主辦。 
決  議：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以下午茶方式舉辦。 

日期-2013 年 10 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13：30報到／下午 14：00 開會 
地點-土城桐話庭園餐廳(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103 號)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舉辦世界清潔日，舉辦方式及費用、日期、地點，
提請討論。 

說  明：訂於 2013 年 9月 28日(星期六)由鶯歌社、土城社主辦。 
提案人：鶯歌社、土城社。 
決  議：日期-2013 年 9月 28日(星期六) 

地點-土城承天禪寺步道 
費用-$2,000／每社(不得超出預算$2,000／每社) 

案由三：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舉辦時間、地點、報名費，提請討
論。 

說  明：訂於 2013 年 11 月 9日(星期六)由大漢溪社、三峽社主辦。 
提案人：大漢溪社、三峽社。 
決  議：日期-改為 201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地點-三峽大板根森林園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報名費-社友及寶眷每人$300(各社社友人數需全數報名、歡迎寶眷踴躍 
報名)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三四九○地區愛的輪轉音樂會活動結餘款之受贈單位，由第二、

四、七分區提報受贈單位，預計經費為新台幣貳拾萬元正，提請討
論。。 

提案人：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a 
決 議：經討論結果，提報「社團法人新北市視障協會」(大安庇護農場)為

受贈單位。並委由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Helen負責計劃案。 
第二案：為三四九○地區 WCS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劃之經費尚缺 45萬元，提

請討論。 
提案人：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Tea 
決 議：每社已經贊助貳萬元，由各社自行決定或自由認捐(期限為 2013 年 8

月 30 日前)。 
第三案：為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各社分攤費用，提請討論。 
提案人：樹林社社長 Eagle 
決  議：調降$5,000／每社，其餘不足費用由助理總監贊助。 

 
十一、活動報告：無 
十二、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由三峽社社長 Building 宣布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7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5名                  
    免計出席人數:…… 1名                  
補出席人數:……… 1名         
缺席人數:…………21名                     

    出 席 率:…………68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rchi、Barcode、 
Chef、Civil、CNC、Jeff、Land、 
Manpower、Water、Wood、Tim、 
Whole、Ric、Page、Rich、Aircon、 
Sam、Benjami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edia、Thermo、Justin、 
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Hous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王世榕 教授          講師 
     蔡舜賢 先生          本社   
     蘇清海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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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5050505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十三時整，由 Spring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王世榕 教授，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日生能科技

有限公司 蘇清海總經理、陞萊國際有限公司 蔡舜賢總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Jaysjinnet 社友、Stanless社友、P.P.Valve 社友夫人郭淑珍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P.P.Jeff與劉培珍夫人結婚 33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秘書報告由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2,000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5,000 2. C.P.Yico 2,000 
3. P.P.Case 1,000 4. P.P.Valve 2,000 
5. I.P.P.Paul 1,000 6.  社長提名人 Chiang Ji 2,000 
7. 秘書 Importer 1,000 8. 社友 HPO 1,000 
9. 社友 Jaysjinnet 1,000 10. 社友 LED 2,000 
11. 社友 Michael 1,000 12. 社友 Trading 1,000 
13. 社友 Stanless 1,000 14. 社友 All Line 1,000 

小計：22,000元 
承上期：114,000元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議暨父
親節慶祝活動 

地點：全國宴會館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66號) 
程序：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餐敘及晚會 
爐主：社長 Spring、秘書 Importer、
P.P.Bicycle、P.P.Case、社友 Auto、
Bed、Green、HPO、Service、Water、
Wine、Pin Jer、Ric、Benjamin 

下週節目 
日期：8月8日(星期四) 

講師：新新聞週刊 陳東豪副社長 

講題：藏在新聞背後的新聞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耕心
蓮苑教育基金會 

日期：8月8日(星期四) PM 3:00 

地點：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 

 (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15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前往共襄盛舉 

WCS 越南貧童矯治計畫捐贈儀式
-越南三大遺產樂活六日行程 

本活動由總監帶隊，組團到越南順化

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捐贈儀式及扶

輪愛心病房之啟用 

出團日期：10月2-7日共計六天 

團費：3萬元/人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Importer 秘書 

(45.08.05) 

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小姐 

(42.08.05)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CaseP.P.提供社友們美味健康

自家栽培無農藥冬瓜，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