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3490 地區2014~2015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十二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4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 
二、地點：雙岩龍鳳城囍事會館(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78號)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陳媛Tiffany、 
          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長：江顯皎Chiang Ji 
    紀錄：樹林芳園扶輪社秘書：黃秀琴Neoma、 
          土城中央扶輪社秘書：陳陽春Designer 
六、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陳媛Tiffany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Tiffany致詞： 
        共同主席Chiang Ji社長、各位14-15及15-16的社長秘書大家晚安，大家
好！今天非常開心，每次在年度的最後一次社秘會我們都會擴大舉行，今天
我們一方面是傳承一方面也是來聯誼。社秘會的目的是讓第四、第七分區共
同來討論我們要一起合作的活動之外，也是向各位報告各社的活動，年度到
五月份各社的活動都做得差不多了，因此今天可以很輕鬆的報告我們最後兩
項活動的結餘，希望大家都帶著開心的心情來參與今天的會議，感謝大家也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二>主辦社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長：Chiang Ji致詞： 

         各位同學晚安，很輕鬆我們的任期剩下一個多月，而我要去巴西參加國
際年會，回來就差不多要卸任了，以後要拿麥克風就要紅箱了。大家很歡喜
來傳承下去，這屆受到各位同學的支持和愛護順利完成任務。謝謝！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A.G. Lady致詞： 

        今日共同主席兩位社長、DVS、14-15及15-16的社長秘書大家晚安，今
日的社秘會非常的隆重，大家都抱著歡喜心，歡喜的是要卸任了，更歡喜的
是要上任學習了，所以在這裡恭喜大家，恭喜社長秘書們大家都能圓滿都能
承擔，人生的價值就是創造被利用的價值，至於DVS和AG在這個團隊中只是
列席而已，沒有出主意或是參與意見的餘地，我們來鼓勵和肯定各位的，所
以在這祝福今天兩屆的社秘會圓滿成功、各社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A.G. Scuba致詞： 

        兩位共同主席、各位現任的同學和候任的社長、秘書大家好，現在距離
畢業還有46天，我很感謝各位同學這一年來全力的支持和配合，我想成績算
是差強人意，總監應該也能同意，我再次謝謝各位，還有今天我們喝的威士
忌是總監Ortho提供的(是3/11高球賽剩的)。感謝！ 

<三>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D.V.S. Tour致詞： 
        兩位共同主席、同學 D.V.S. Eda、14-15及 15-16的社長秘書大家晚安，  
    大家好！時間過的很快，這叫做歲月催人老，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在板 
    橋的銀鳳樓舉辦社秘會，很快一年又過了，在這一年當中感謝團隊中所有的 
    社長、秘書這一年來的辛苦，希望我們將此重擔卸任後未來還有很多機會可 
    以聯誼，交朋友是一輩子的。先祝福大家這一年圓滿達成社長任務。謝謝！ 
<四>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Eda致詞： 
 

    大家晚安！各位主席、AG、DVS、14-15同學及15-16的社長秘書大家好！
很歡喜，也很榮幸和14-15的各位成為同學，我們要一起參加畢業旅行。第四、
七分區的AG將我們帶領得很棒！所以我們這次圓滿將總監交帶的任務達成，
剩下46天即將卸任有點不捨，但還是很歡喜，預祝15-16的社長秘書以及總監
團隊能夠超越我們比這屆更好！祝福今日兩屆的社秘會圓滿成功！謝謝！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14-2015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一扶輪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

第一次聯誼會舉辦日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 
1.【團隊名稱】：由總監決定團隊名稱後比照辦理。 
2.【分組】：第一組-樹林社、土城山櫻社、福利旺社；第二組-樹林芳園社、大漢

溪社、三峽北大菁英社；第三組-土城社、三峽社；第四組-鶯歌社、
新北市和平社、土城中央社。 

3.【費用】：社長秘書每人壹萬元/年。 
4.【聯誼方式】：每季舉辦一次聯誼，一年三次餐敘一次旅遊；15-16年度第一次聯

誼舉行郊遊   活動。 
5.【應酬公約】：婚喪喜慶之紅包貳千元/人、白包壹仟伍百元/人。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二扶輪社2015-2016年度主辦社長、秘書聯誼會之

順序，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由地區副秘書社(新北市福利旺社、三峽北大菁英社)主辦第一次社

長、秘書聯誼會；助理總監社(大漢溪社、三峽社)主辦第四次社長、秘書
聯誼會，其他以抽籤方式決定主辦順序。 

決  議：由於目前第四、七分區有十二扶輪社，因此第一次主辦社由地區副秘書
社(新北市福利旺社、三峽北大菁英社)外另增加土城社，第二次主辦社：
樹林芳園社、新北市和平社、土城山櫻社，第三次主辦社：樹林社、鶯
歌社、土城中央社，第四次主辦社由助理總監社(大漢溪社、三峽社)外另
增加北大光榮社主辦。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報告事項： 
       (1) 3/11 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已圓滿完成，結餘$9,357

元，將挪至本次社長秘書聯誼會使用，不另退費。 
       (2) 3/14 第四、七分區扶輪知識研習會已圓滿完成，結餘24,004元每社各

退2,182元，均已退給各社。 
       (3)新北市福利旺社邀約5/25(一)授證五週年紀念慶典於土城海霸王舉行，

請大家蒞臨。 
       (4)北大光榮社邀約5/21(四)創社授證紀念慶典於今日的雙岩龍鳳城囍事會

館舉行，請大家蒞臨指導。 
       (5)樹林社邀約6/30(二)本社授證紀念慶典後聯誼會歡迎第四、七分區社長

秘書同學們參加，參加費用助理總監3000元、地區副秘書2000元、社長
1500元，若有結餘款並入本屆四七分區社秘團隊聯誼會公款。 

       (6)本屆畢業旅行到泰國清邁，出發日期為7/9或7/17，行程請大家參考今
日提供之書面資料，由於機位須調整，請大家盡快報名(土城中央社長建議
出發日期避開7/9地區活動)。 

十二、請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長 Chiang Ji宣佈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05 月 2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77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Archi、Bed、Braht、Branding、Chef 

Civil、David、Michael、Page、 

Ricky、Sam、Whole、Ston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PO、Media、Roman、Tim、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Banker、Green、Manpower、 

Service、Stanless、Yic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曾克智先生         Green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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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上海商業儲

蓄銀行 曾克智資深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Valve，祝福您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 結婚週年：Life 社友與蕭惠敏夫人結婚 21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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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7,000 2. P.P.Hoist 2,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Blower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Valve 1,000 
7. P.P.Paul 1,000 8. 秘書 Designer 1,000 
9. P.E.Land 1,000 10. 社友 All Line 1,000 
11. 社友 Barcode 1,000 12. 社友 CNC 1,000 
13. 社友 Doctor 1,000 14. 社友 LED 1,000 
15. 社友 Life 1,000 16. 社友 Machine 1,000 
17. 社友 Trading 1,000    

小計：24,000 元 
承上期：817,1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中華扶輪受獎學生 周芷萱 

講題：專題研究報告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三年級 

研究論文題目：三一八佔領立院參與者 

      的親密關係敘事 

申請獎學金推薦人：Trading 社友 

◎ 會後召開18屆六月份理事會議 

◎ 會後召開19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6月11日(星期四) 

講師：洪正明 博士 

講題：孫子兵法的時代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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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祝福您們生祝福您們生祝福您們生祝福您們生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    ☆☆☆☆    

Chiang Ji 社長(43.06.05) 

Health 社友(57.06.05) 

P.P.Hoist 夫人江紅杏小姐(35.06.09) 

Banker 社友夫人夏慧雯小姐(64.06.04) 

Page 社友夫人許菁菁小姐(65.06.09)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aper 社友與吳寶蓮夫人 

結婚 39 週年紀念 

(65.06.05) 

Service 社友與楊秋萍夫人 

結婚 34 週年紀念 

(70.06.05) 

第十八屆優良服務獎第十八屆優良服務獎第十八屆優良服務獎第十八屆優良服務獎    

地區 RYE 委員會委員 

陳水生 P.P.Building 

蔡舜賢 James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