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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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度新北市第四度新北市第四度新北市第四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七分區    
十 一 扶 輪 社 第 二 次 社 長十 一 扶 輪 社 第 二 次 社 長十 一 扶 輪 社 第 二 次 社 長十 一 扶 輪 社 第 二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誼 會 議 案秘 書 聯 誼 會 議 案秘 書 聯 誼 會 議 案秘 書 聯 誼 會 議 案    
一、時間：201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13：30 報到、14：00 準時開會 
二、地點：三峽扶輪社社館(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 22 號 3 樓之 1)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新北市和平社社長 Chief、三峽社社長 Insurance、 
          三峽北大菁英社社長 Amy 
    紀錄：新北市和平社秘書 Arthur、三峽社秘書 Andy、 
          三峽北大菁英社秘書 Serina 
六、會議開始：新北市和平社社長 Chief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主辦社） 

(一)新北市和平社社長 Chief 致詞：AG.Lady、AG.Scuba、DVS.Tour&Eda、今
天會議另二位共同主席、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很榮幸也
很高興能在三峽社這麼漂亮的社館開會，一定很愉快。希望今天的會議
大家能提供寶貴意見供大家分享交流，在此祝各友社社友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謝謝大家。 

(二)三峽社社長 Insurance 致詞：AG.Lady、AG.Scuba、DVS.Tour&Eda 各位社
長同學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邀請大家到三峽社館開會，
本社館使用大概是三年以前在銀行樓上寄人籬下。現在有了好的社館能
邀請大家來真的是蓬蓽生輝，所以特別加碼準備水果讓大家享用，另外
土城中央社社長 Chiang Ji 也為大家準備伴手禮，祝今天會議成功圓滿。 

(三)三峽北大菁英社社長 Amy 致詞：首先總監團隊 AG.Lady、AG.Scuba、
DVS.Tour&Eda 以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距第一次社秘會在銀鳳樓舉
辦到今天很高興能參加第二次聯誼會，本社是最新成立社，請各位先進
多多指教。祝今天的能夠達成共識、圓滿完成今天的會議，謝謝。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Lady 致詞：今天會議共同主席社長 Chief、社長

Insurance、社長 Amy；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Scuba、地區副秘書 Tour&Eda、
各位社長&秘書、兩位親愛的司儀，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恭喜大家任期
已完成三個多月了，看到各社社刊知道各位社長都很認真來完成社區服
務，依行事曆努力、用心執行完成計劃。但有些社還沒寄社刊，沒社刊
我就不知道該社運作情形也無從誇獎，在這裡告訴大家職謂要先稱呼，
例如社長某某某。今天很高興在這好山好水的地方開會，更高興的是我
們福利旺社下周二將有五位新社友入社，助理總監是總監代表人，能代
表總監為新社友佩章完成入社程序，大家都很認真做得有聲有色，在此
助各社社運昌隆、社員成長。 

(二) 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Scuba 致詞：各位扶輪先進、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任期只剩八個月 12 天，還有許多社區服務尚未完成，希望大
家努力去完成。希望今天的會議提案圓滿完成，謝謝大家。 

(三) 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Tour 致詞：各位扶輪先進、各位社長秘書大家
好。人說社長英明，我們當秘書的就閒閒，尤其是 AG.Lady更是英明，
讓我當秘書的就沒事做，不過真的是值得學習的對象，祝今天的會議圓
滿成功。 

(四) 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Eda 致詞：我們三社的共同主席、第四分區助 
        理總監 Lady、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Scuba、地區副秘書 Tour、各位社長秘    

    書大家午安，很高興大家又見面了，我覺得這屆社長都很英明，秘書就 
    清閒，今年四、七分區的團隊很強的也很認真也很和諧，相信今天的社 
    秘會順順利利、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 
        討論。 
說  明：預訂 104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時間：下午 14：30註冊/15：00 開會，

地點：六扶輪社共同辦事處(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 2段 16 巷 8 號 11 樓)，
由樹林社、鶯歌社、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社共同主辦。 

提案人：樹林社、鶯歌社、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社。 
決  議：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定於 104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30註 
        冊、15:00 開會，地點改為福利旺社社館(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626號 3 
        樓)。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預訂 104 年 1 月 29日(星期四)於樹林海產大王，由大漢溪社、土城山櫻 
        社共同主辦。 
提案人：大漢溪社、土城山櫻社。 
決  議：第四、七分區林聯合例會定於 104 年 1 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11:30 報
到、12：00-13：00 用餐、13：00-14：30例會，地點改為雲林鵝肉城(土城區金 
        城路三段 216號)。 
議題三：103 年度台東縣瑞源國民小學班級資訊設備改善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人：新北市和平社。 
說 明：請新北市和平社社長 Chief說明。 
決 議：一、尊重各社理事會開會決議，建議第四、七分區每社捐款 10,000元，

不足金額由新北市和平社負責。此捐款訂於 11 月 15日前收齊匯給
瑞源國小，以利完成該校採購設備。 

        二、暫定 12 月份前往該校參觀資訊設備更新，順作四、七分區社長秘書 
            聯誼會台東二日遊行程及費用預算由和平社 Chief負責安排，下周 
            向各社報告。 
議題四：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日期，提請討論。 
提案人：樹林芳園社、土城中央社。 
說  明：爰往例由助理總監社樹林芳園社、土城中央社辦理，經費：每社伍仟元、

AG 各貳萬元、DVS 各壹萬元，日期：10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地點：
另行通知。 

決  議：照案通過，沒打球的社，由社長、秘書代表參加晚餐聯誼。 
十、報告事項： 
    土城中央社社長 Chiang Ji 提出土城中央社舉辦「琴音愛相隨」慈善音樂會

邀請三位日本音樂家來台義演，為感謝台灣對於福島賑災貢獻藉此演出劃為
台灣的愛與回饋，此活動演出收入將捐於 CCSA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結合台日的愛關懷全台「失家兒」。 
活動時間：2015年元月 7日(星期三)19:00~21:00 
活動地點：功學社音樂廳(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 162 號 2 樓)。 

  若友社有意共襄盛舉金額不拘，每捐 1,000元則發一張收據及一張入場券。
若捐 20,000元之友社即為協辦社，並有 20張入場券，此項活動場地只有 399
個座位。 

十一、散會：下午三時四十分由三峽社社長 Insurance 宣布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3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名     
   出席人數:…………35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名                  
補出席人數:………10名         
缺席人數:…………20名                     

    出 席 率:…………7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rchi、Barcode、 
Bed、Branding、Chef、Civil、 
John、Machine、Manpower、Michael 
Money、Page、Pin Jer、Quba、 
Ricky、Sam、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earing、Media、Roman、Tim、 
Valve、Yic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ircon、Andy、Book、Blower、Land 
LED、Printer、Risen、Service、 
Stanless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HPO社友              講師 
     秘書 Serlina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Michael     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May        三重南區扶輪社 
     P.P.Owan          土城扶輪社 
     黃文典 先生      P.P.Building 
     柯進學 先生      All Line 社友 
     葉淑麗 小姐     Chiang Ji 社長      
     鄭麗華 小姐       P.P.Blower 
     周良諦 先生      Absorber 社友 
     彭千黛 小姐      All Line 社友      
     蘇朝福 先生       Risen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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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17171717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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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 HPO；接下來歡
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秘書 Serina、社友 Michael、三重南區扶輪社 社
友 May、土城扶輪社 P.P.Owan、冠富地產開發(股)公司 黃文典總經理、新家園家
具 柯進學董事長、江記華隆食品有限公司 葉淑麗店長、中一五金(股)公司鄭麗華
業務經理、擎德事業有限公司 周良諦業務任、東森房屋 彭千黛店長、日生能科技
有限公司 蘇朝福行銷主管、RYE Inbound阮恩慈、劉耀祖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James 社友、Roman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特別感謝特別感謝特別感謝特別感謝：：：：Ocean 社友贈送自家栽種甜美多汁大白柚、PVC夫人美蓮姐自製健康 
     美味紅麴桂圓米糕、Mold 榮譽社友夫人幼玉姊提供養生靈芝咖啡，感恩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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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元，另 10/16 例會社友指定捐款 35,000 元(扶輪公益網：社長 2,000、
C.P.Yico 2,000、P.E.Land 1,000；急難救助：P.P.Plastics 一萬、I.P.P.Spring 
一萬；獨居老人送餐：All Line 一萬)！捐款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5,000 2. C.P.Yico 2,000 
3. P.P.Plastics 10,000 4. P.P.Paul 1,000 
5. I.P.P.Spring 11,000 6. P.E.Land 1,000 
7. 秘書 Designer 1,000 8. 社友 All Line 11,000 
9. 社友 Camera 1,000 10. 社友 HPO 2,000 
11. 社友 James 1,000 12. 社友 Importer 1,000 
13. 社友 Paper 6,000 14. 社友 Roman 1,000 

小計：54,000元 
承上期：411,5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耿婕容 小姐 
講題：遨遊宇宙之「頂」、 
        挑戰南北之「極」  
現任：資深南北極旅遊領隊、作家 
學經歷： 
※ 紐約理工學院 MBA 碩士 
※ 在美國曾擔任 Amazing Cruises & 

Travel 副總裁、Elegant Cruises 
Asia 總裁，致力於南、北極航線之
推廣與經營。 

※ 10 年以上操作極地旅遊和遊輪的專
業經驗多次進出南北極，並有「極
地達人」稱號 

※ 著作有「戀戀南極」和「極境光年」
兩本書 

★會後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例會合併聯合登山活動 
日期：11月15日(星期六) AM 8:3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程序： 
08：30~09：00 集合(領帽子.毛巾.水) 
09：00~11：30 森林浴、泡湯(自費 250) 
11：30~13：50 用餐、摸彩活動 
14：00~       散會 
※請社友與寶眷準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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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E.Land(60.11.15) 

Accountant 社友(42.11.12) 
Braht 社友(63.11.09) 
Civil 社友(62.11.16) 

C.P.Yico 夫人張佳美小姐(45.11.14) 
P.P.Ball 夫人鄭月娥小姐(44.11.17) 

I.P.P.Spring夫人褚阿杏小姐(46.11.10) 
P.E.Land 夫人何淑卿小姐(62.11.10) 

祝福您們周年快樂 
P.P.Valve 與郭淑珍夫人 

結婚 34 週年紀念 
(69.11.19) 

Banker 社友與夏慧雯夫人 
結婚 13 週年紀念 

(90.11.11) 
Jaysjinnet 社友與鄭雲雲夫人 

結婚 20 週年紀念 
(83.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