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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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11114444~20~20~20~20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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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扶扶扶扶 輪 社 第輪 社 第輪 社 第輪 社 第 一一一一 次 社 長次 社 長次 社 長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誼 會秘 書 聯 誼 會秘 書 聯 誼 會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 紀 錄會 議 紀 錄會 議 紀 錄會 議 紀 錄    
一、時間：2014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十時三十分整報到,十一時開會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市中山路一段2號3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大溪溪社社長：Justin     土城山櫻社社長：Yuh 
    紀錄：大溪溪社秘書：Expert     土城山櫻社秘書：Fendi 
六、會議開始：大漢溪社社長：Justin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大漢溪社社長：Justin 致詞 

Maintable 扶輪領導人,各位同學大家早,今天是 1415 年第 1 次社秘會開會， 
因大家都已熟識了，將會是一個氣氛輕鬆愉快的聯誼活動，謝謝！ 

<二>土城山櫻社社長：Yuh 致詞   
今天共同主席 Justin 及 Maintable 扶輪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因 
下錯交流道而誤點向大家抱歉並加菜，今天是第一次社秘會，祝大會圓滿成 
功，謝謝。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Lady 致詞： 

主席、Maintable 扶輪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安！很高興參加 1415 
年第 1 次社秘會開會，我也仍在學習中，若有說錯、做錯，請大家多多指教。 
俗語："媳婦看涵養、責任看承擔”，在座都是有涵養&擔當的人，預祝今年 
光耀團體吉祥、圓滿’如意，謝謝大家！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Scuba 致詞： 
Maintable 扶輪先進、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1415 年度才剛開始，雖有許多 
活動，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儘早完成。最近總監來函:8 月 2 日公共形象研習, 
需 4 名社友參加,但鼓勱各社執秘能參加此活動,謝謝! 

<三>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Tour 致詞： 
    主席、2 位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Eda、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DVS 的職責 
    是負責溝通與協調，期許今年光耀團體的活動作到盡善盡美。二分區 AG  
    Long-Life推動的保肝計劃，鼓勵各社社友去保肝計劃的診所，舉行"移動例 
    會"。這是很有好、有意義的計劃,期許四七分區社友共襄盛舉,讓肝病在台灣 
    根除,謝謝! 
<四>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Eda 致詞： 

主席、2 位助理總監、DVS Tour、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今年度的活動會 
較多,今天下午公益網第 1 次開會，希望各社長&秘書一同前往。還有總監大 
力推動的防治肝病計劃,全省扶輪各分區一同參與,預估 50萬元作為活動經 
費，請各社長&秘書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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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 10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時間：下午 2:00 開會，地點決定，由

三峽社、新北市和平社、三峽北大菁英社共同主辦。 
決  議：日期:103 年 10 月 18 日(六)，時間：下午 1:30 報到,2:00 開會，地點：

三峽社社館(三峽區中華路 22 號 3 樓之 1) ,有三峽扶輪社專屬停車場。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辦理世界清潔日，日期、地點、費用，提請討論。 
說  明：提議於 9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浮洲橋下辦理。經費每社$2,000。

此次活動由樹林芳園社、土城中央主辦。 
提案人：樹林芳園社、土城中央社。 
        芳園社 Tiffany 社長補充說明：原訂 9 月 20 日(星期六)的日期，因與 WCS

外蒙古口腔保健活動衝突，故改期為 9 月 27 日(星期六)。  
       四分區助理總監 Lady補充說明：在開會之前，二分區助理總監 Long-Life

曾提及若四七分區清潔訂於 9 月 27 日，二分區將決定與四七分區一同舉
行世界清潔日的活動，同一時間、地點。 

決  議：四七分區世界清潔日期訂於 9 月 27 日，二分區將共同參與活動。費用每
社$2,000 多退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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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提議 201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8：30假三峽大板根森林園區(三
峽區插角里 80 號)舉行，爰往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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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由樹林芳園社、土城中
央社主辦。提案人：樹林芳園社、土城中央社。  

       土城中央社 Chiang Ji 社長補充說明：登山報名費依往例，每社全數社友
人數 x $300+報名寶眷人數 x$300；餐費每桌$5,000由各社依其所需桌數
自行付費。 

       樹林芳園社 Tiffany 社長補充說明：摸彩活動費用依往例，從每社所繳的
報名費去支付所有費用。至於大型獎品將邀請總監、助理總監、地區副秘
書、各社長贊助提供經費與獎品。 

提案人：樹林社 Steel 社長 
說  明：各社長提供獎品，每份獎品訂定最低價格，以利採買較適宜的禮品。 
決  議：贊助摸彩經費原則：助理總監$6,000,地區副秘書$3,000,各社社長

$5,000,每份禮品至少$500；若尚未準備好禮品，可用禮券代替。請主辦
社製作芳名錄將每位贊助者與金額刊載於上，全數金額由主辦社統籌處
理購於摸彩獎品及活動相關支出費用。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 籌募教會啟智教養院(收容智障&身障 33 位)一日遊活動經費，提請討論。 
提議人：鶯歌社 Mark社長 
說  明：該院收容對象為智障&身障者，多為低收入戶；其經費來源大多由政府機

關補助，作為食衣住行民生之用，無多餘經費作為一日遊娛樂活動；故
希望藉由扶輪社每週的一次例會，邀請該院院長擔任講師，更盼當天的
紅箱收入作為一日遊活動的經費，懇請各社社長、社友發揮善心、共襄
盛舉！ 

        大漢溪社 Justin 社長說明:大漢溪社的作法，成為一項社區服務專訪該
院並捐款補助經費；也可採鶯歌社 Mark社長提議邀其院長專題講師,並
捐出當天紅箱收入，作為該院一日遊經費。 

決 議：由各社社長自行決定。 
案由二: 關於社長、秘書聯誼會遲到與缺席的處理方式，及注意介紹 Maintable

正確流程，提請討論。 
提議人：樹林社 Gary 秘書 
        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Eda 說明：大家於百忙之中撥冗參加，為維持社秘會

的氣氛融洽，望請各位多多海涵。 
提議人：土中社 Chiang Ji 社長 
說  明：顧及各社社長秘書情誼，遅到者可採加菜請客或請喝飲料方式取代罰錢。 
決  議：社秘會若遲到，遲到者當天以加菜或請喝飲料請客方式處理，無故缺席

未請假者，等同遲到方式處理。司儀介紹 Maintable程序錯誤，因其第 1
次生疏原故，多加練習與鼓勵，便能熟能生巧。 

案由三:肝病防治計劃內容，雖在網路群組上已討論多時，大多數未獲知悉;以及
WCS外蒙古口腔保健活動，因名額有限且時間又太趕，尚有許多社友無法
報名參加，期望今後按分區各社比例分配名額，以免向隅而造成無謂誤會
與紛爭。 

提議人：樹林社 Gary 秘書 
        芳園社助理總監 Lady 說明：line網路群組只是方便溝通協調、訊息告知

與傳達，要以總辦發佈公文為主。例如報名參加 WCS 活動，在四分區 line
群組上瞭解報名情形,也用電話詢問各社報名意願,但最後仍要各社實
際繳足報名費用,及 mail 報名表給總辦，並不是在 line告知就等於報
名了。 

         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Eda 說明：山櫻社 Yuh 社長曾於第一時間與秘書長溝
通，總監也告知其活動的難處，是因場地設限；即使由秘書長親自帶團
第二梯次增加名額，也無法同一場地舉辦活動，目前仍盡最大能力去處
理。 

決  議：line 網路群組方便及時溝通協調、訊息告知與傳達，仍以總辦公文發佈
為主;往後若有活動報名名額限制，採分區分配名額方式，保留幾天仍無
人報名，再開放給其他有意願社友報名，同時將請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
作溝通及協調的處理。 

十一、散會：中午十二時由土城山櫻峽社 Yuh 社長宣布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3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rchi、 
Barcode、Branding、Civil、CNC、 
Michael、PinJer、Page、Ricky、 
Sam、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ircon、Bearing、Bed、Chef、John 
Manpower、Money、Whol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曾俊賢 醫師          講師 
     C.P.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P.E.Anthany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Amos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Andrew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Avery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Jennifer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Lenny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Marc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Michael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Peter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Samuel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Teddy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May        三重南區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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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0909090444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三峽北大菁英社蒞臨訪問三峽北大菁英社蒞臨訪問三峽北大菁英社蒞臨訪問三峽北大菁英社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曾俊賢 醫師，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秘書 Serina、社長提名人
Anthany、社友 Amos、Andrew、Avery、Jennifer、Lenny、Marc、Michael、Peter、
Samuel、Teddy、三重南區社 社友 May、施承修中醫診所 施承修醫師以及本社社
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Importer 社友、P.P.Valve 夫人郭淑珍小姐、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 
     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Design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55,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5,000 2. C.P.Yico 3,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Ball 1,000 
7. A.G.Scuba 1,000 8. P.P.Case 1,000 
9. P.P.Valve 2,000 10. P.P.Paul 2,000 
11. I.P.P.Spring 1,000 12. P.E.Land 2,000 
13. 秘書 Designer 1,000 14.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5. 社友 Andy 1,000 16. 社友 Importer 1,000 
17. 社友 Lawyer 1,000 18. 社友 LED 1,000 
19. 社友 Machine 1,000 20. 社友 Media 5,000 
21. 社友 Ocean 1,000 22. 社友 Paper 1,000 
23. 社友 Tim 10,000 24. 社友 Stanless 2,000 
25. 社友 Risen 2,000 26. 社友 James 1,000 
27. 社友 Camera 1,000 28. 社友 Service 1,000 
29. 北大菁英社餐費 3,000    

小計：55,000 元 

承上期：174,800 元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議暨父
親節慶祝活動 

日期：8月7日(星期四) 
地點：青青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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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ng Ji、P.P.Ball、
P.P.Blower 、 P.P.Plastics 、
P.P.Scuba 、 P.P.Paul 、社友  All 
Line、Bearing、HPO、James、Lawyer、
Machine、Money、Ricky  

下週節目 
日期：8月14日(星期四) 
講師：1314RYE Inbound學生 
講題：歸國報告 
※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課輔班 

時間：8月14日(星期四)PM 3:30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 

2014-15RYE 接待講習會 
日期：8月9日(星期六)AM9:00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人文大樓八樓演 
      講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 
      段313號) 
應參加人員：I.P.P.Spring、RYE 主
委 P.P.Case 、 派 遣 協 調 人
P.P.Building、接待協調人 LED 社
友、接待家庭協調人 Jaysjinnet 社
友、輔導顧問 P.P.Valv、P.E.Land.、
Importer 社友以及接待家庭(至少一
人)、執行秘書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