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5~2016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十 二 扶 輪 社 第 一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誼 會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開會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市中山路一段2號3樓） 

三三三三、、、、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福利旺社社長：Kady 土城社社長：Connector 北大菁英社社長：Anthany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福利旺社秘書：Judy 土城社秘書：History  北大菁英社秘書：Michael 

四四四四、、、、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略 

五五五五、、、、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一>福利旺社社長：Kady 致詞 

  大家好，今天所要討論的主題如會議紀錄上所寫的，希望大家多多提供 

    意見謝謝。 

<二>土城社社長：Connector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與今天的會議，今天主要有四個主題要討論，希 

   望能夠討論圓滿的解決方案。 

<三>北大菁英社社長：Anthany 

  大家好，今天很開心能夠一起舉辦四七分區聯合社秘會，今天的議題希 

    望大家透過聚在一起的機會，討論出順利完成議題的方式。 

六、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Coin 致詞：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能與大家一起開會，今天有關四七分區的議題討論 

    結果，我將會呈報到地區。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Lawyer 致詞： 

  大家好，WCS 年度國際地區服務我們除了有經費和計畫外，還需要各位 

    社長秘書以及各社社友一起參加，這次總共有兩個梯次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7 日以及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8 日，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三>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Amy 致詞： 

  大家好，藉由這個會議來邀約四、七分區一起參與 WCS 緬甸國際地區服 

    務的活動，能夠參加ＷＳＣ國際地區服務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希 

    望大家能夠共襄盛舉，相關的資訊地區辦公室也會發公文，目前人數有 

    150 人希望能夠達到 200 人參加。 

七七七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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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 樹林芳園社、新北市和平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預訂 10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2:00 開會，地點假樹林芳園

社會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世界清潔日活動，日期、地點、費用，提請討

論。 

提案人：大漢溪社、三峽社。 

說  明：提議於 9月 19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樹林大同山舉行。 

決  議：照案通過 (與山櫻社秋旅衝突，山櫻社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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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鶯歌社、土城社。 

說  明：提議 2015 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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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提案人：新北市福利旺  三峽北大菁英 

說  明：提議於 2016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舉行。 

決  議：照案通過(餐廳尚未確定，主辦社協調後再另行通知) 

 

八八八八、、、、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案例一： 八仙塵爆捐款額度？ 

說  明：總監已代表地區先捐款 200萬，但各社尚未得知捐款對象、用途的 

        詳細情形以及各社須捐款的額度。 

決 議：關於捐款對象以及用圖的詳細情形在地區辦公室確定捐款資訊時會 

        再公告，各社捐款沒有額度要求，自由捐款。 

 

案例二：提議成立地區社務群組。 

說  明：希望與其他群組分開成立地區社務群組，群組內規定不分享社務以

外的事，避免漏掉重要訊息。 

決 議：照案通過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八月份壽星八月份壽星八月份壽星八月份壽星~~~~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社友 Importer(45.08.05) 
P.P.Valve 夫人郭淑珍小姐(44.08.01) 
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小姐(42.08.05) 
Branding 社友夫人劉玉梅小姐(62.08.17) 
Designer 社友夫人洪美繁小姐(46.08.18) 
Chef 社友夫人林杜素琴夫人(46.08.18) 
James 社友夫人楊碧麗小姐(58.08.28) 
Adoah 社友夫人林心潔小姐(64.08.29) 
PinJer 社友夫人莊秀芬小姐(60.08.30)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0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3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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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9 名         
缺席人數:…………28 名                     

    出 席 率:…………6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Barcode、 
Bed、Bicycle、Book、Branding、 
Chef、Civil、CNC、Doctor、 
Machine、Manpower、Media、Page、 
Pin Jer、Printer、PVC、Quba、 
Ricky、Sam、Service、Thermo、 
Whole、Wood、Yico、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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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Andy、Banker、 
Chiang Ji、James、LED、Life、 
Spring、Risen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呂  捷 老師         講師          
     葉瀚謙 先生       Land 社長 
     吳思緯 先生       Land 社長 
     李應眾 先生       Life 秘書 
     蔡孟橘 先生       Human 社友 
     黃竑哲 先生      All Line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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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葉瀚謙 現職：百鴻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社名：Look 地址：土城區明德路一段 280-7 號 
生日：77.11.09 電話：2263-3726 
夫人姓名：林均美 結婚日期：100.01.14 

 

介紹人：孟醒宇 社長 職業分類：監視器製造 裝設工程 
姓名：吳思緯 現職：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經理 
社名：Jimmy 地址：板橋區信義路 38.40 號 8 樓 
生日：72.10.03 電話：2962-0045 
職業分類：超音波設備  

 

介紹人：孟醒宇社長  
姓名：李應眾 現職：東眾有限公司 負責人 
社名：Fire 地址：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49 弄 7-2 號 
生日：71.11.26 電話：2267-1857 
職業分類：塑膠製造業  

 

介紹人：郭垚芳秘書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暨父親
節慶祝活動 

日期：8月5日(星期三) 
地點：晶豪樓經典婚宴會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程序：下午6:00 註冊、聯誼 
      下午6:30 例會 
      下午7:00 餐敘、慶祝晚會 
爐主：社長 Land、C.P.Yico、  
      P.P.Hardware、P.P.Case、 
      I.P.P.Chiang Ji、秘書 Life、 
      P.E.Lawyer、社友 Adoah、 
      Barcode、Bearing、Golden、 
      Green、James、Sam、Stanless， 

 熱情邀請！ 
    

下週節目 
日期：8月13日(星期四) 
講師：1415年度RYE Outbound學生 
講題：歸國報告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 
 
3490地區2015-16年度RYE申請 

報名資格： 
 1.男生：申請出發時，需滿15歲，但
不可超過18.6歲。生日區間為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98199819981998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日以後出生至西元西元西元西元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1111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出生之學生。  
2.女生：申請出發時，需滿15歲，但
不可超過19歲。生日區間為西元西元西元西元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以後以後以後以後出生至西元西元西元西元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1111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出生之學生。 
3.英文能力證明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