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十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0 月 15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黃鼎發 江顯皎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呂理論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3490地區與3480 地區、3520 地區將於11 月14 日(星期六)上午11:00假 
       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聯合舉辦扶輪日活動，以三合一【慈善音樂會&愛心 
       園遊會&聯合例會】之形式舉行，本社已配合地區已80%社員人數認購園遊 
       券，提請理事們討論本活動是否合併當週11月12日(星期四)第971次例會 
       舉行。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是否認捐之八仙塵爆捐款，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請社長向地區了解後再議。 
第三案：本社擬編列兩萬元預算贊助地區WCS”緬甸教室興建、水資源改善計畫、 
        學童健康檢查及身障照護義診活動計畫，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本社將製作扶輪公車宣傳看板，目前計畫報價方案有兩個，提請理事們

討論。 
說  明：方案一、706 或 707 號公車，費用：35000 未稅，走期六個月(可購買一

車一面，司機側或車門側擇一) 
       方案二、265.805.810.813.藍 37.藍 38 號公車，刊登數量 4，費用：32,000

含稅，走期兩個月(可購買一車一面，司機側或車門側擇一) 
       兩方案皆含設計費用及刊登費用。 
決  議：以方案二進行刊登計劃。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例會時各主持之主委在 Meantable 的稱呼以簡短尊稱為原則，盡量 
        把時間留給講師，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I.P.P.Chiang Ji)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建議本社社區服務針對土城地區外籍配偶及勞工規劃長期計畫提供相關 
        課程讓這些新住民能瞭解及融入台灣生活文化，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 
        人：P.P.Thermo) 
決  議：與社區主委討論規劃適合之計畫方案後再議。 

 

國際扶輪 34 9 0 地區 20 1 5 ~ 2 0 1 6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十 二 扶 輪 社 第 二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誼 會 會 議 紀 錄 一、時間：201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報到,2:00 開會 二、地點：樹林芳園社社館（新北巿樹林區大安路520號7樓） 三、主席： 樹林芳園社社長 Lawyer 新北市和平社社長 Luke 土城山櫻社社長 Fanny  紀錄：樹林芳園社秘書 Melody 新北市和平社秘書 Zona 土城山櫻社秘書 Lisa 四、出席人員：略     五、列席人員：略 六、主席致詞： <一>樹林芳園社社長：Lawyer 致詞  大家好，在這四個月的社長任內以來，第四分區大家合作一條心，一起做社區服務也促進社長和秘書之間深厚的友誼，較少與第七分區互動，而我們卸任後，第四七分區的社秘會一起聯誼，希望未來我們的社區服務第四分區與第七分區也可以合作，有共同的服務才會有共同的革命情感及更密切的互動，祝福與會貴賓身心健康，下午愉快。謝謝大家！ <二>新北市和平社社長：Luke 致詞     大家好，相信經過這三、四個月後大家做社長應該越來越上手，社務也越來越順利，在群組上看到各式各樣的社區服務與聯誼活動，社與社也越來越熟悉，未來一連串的工作配合起來都沒有問題，祝今天的會議圓滿順利。謝謝大家！ <三>土城山櫻社社長：Fanny 致詞   大家午安，很高興社長職務進入第四個月了，這個職務有很多感想，有付出必有收獲，相信各位的心理和我一樣有同感，祝各社社運昌隆，大家事事如意，謝謝各位！ 七、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Coin 致詞   大家午安，社秘會我們是列席的，議案還是要由各社社長及秘書共同討論後決議。我們四、七分區像兄弟姐妹一樣，都有密切的連繫，難得大家有緣做同學，希望這屆的社秘會能像一家人一樣辦得更親密一點。祝這次社秘會能夠圓滿成功！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Lawyer 致詞     大家午安大家好，兩件事報告:第一、11/14 跨地區聯合慈善音樂會和愛心義賣園遊會，感謝第四、七分區認購成功，我謹代表總監團隊及三合一慈善音樂會的委員感謝大家，藉由此次跨地區 350 個扶輪社的聯合例會，用空拍的方式來申請金氏世界記錄，推廣扶輪公共的形象，當天 11:35 開始聯合例會，入場位置我們 3490 地區是中間進場，社長秘書方式請各位注意入場順序及報到，也請大家特別宣導，請社友們踴躍出席活動並提供與會人數於月底前回報至總監辦事處，以利座位安排。第二、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及扶輪知識講座的議案要討論，我們會全力配合。另外 12/19地區舉辦泰迪熊愛心路跑，用愛跑出上學路的活動，細節待會請 DVS Amy 報告。謝謝大家！ <三>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Amy 致詞   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興來參加第二次的社長、秘書聯誼會，我個人有三個社秘團隊，藉由各社秘團隊的聯誼，讓我學習到了很多的扶輪知識及扶輪經驗，很感謝每一個聯誼會都很看重我們。謝謝！今天要特別感謝我們北大菁英社的秘書 Michael 和我們保姆 PP Pauline 及地區公共關係長 PP Gift共同向總監提議，促成這個泰迪熊路跑活動，用愛跑出上學路，我們 3490 地區是指導單位，各社不用出任何經費，但是邀請大家熱情來報名參加路跑活動，報名者有參加獎，跑贏了還有獎金，而這次的受贈單位是世界展望會。現場也有扶輪公共形象的攤位，今年要幫總監把扶輪推廣得更廣更遠。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八八八八、、、、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預定 12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1:30 報到、2:00 開會，地點:未訂。 決  議：照案通過，地點:鶯歌社社館。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預定 105 年 1月 8日(星期五)。 決  議：照案通過，地點另行通知(由主辦社決定)。 案由三：新北市第四、七分區扶輪知識講座，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預定 105 年 1月 23 日(星期六)。 決  議：照案通過，105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早上 8:30 報到，9:00~12：00扶輪知識講         座，地點：台北大學社科大樓 B1F07室。 案由四：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預定 105 年 3月 17 日(星期四)，時間：上午 11:30 報到,11:50用餐,下午 1:00         開會,地點:未訂。 決  議：照案通過，地點：另行通知(由主辦社決定)。 案由五：擬協助辦理第 26屆地區年會，提請討論。 說  明：地區總監 Polish 祈請第四、七分區各社共同協辦，請地區年會主委 PP Diamond         說明。 決  議：寶眷聯誼組：土城山櫻社；聯誼接待組(貴賓註冊報到及引導)：大漢溪社；糾察         組：和平社；交通組：(大漢溪社支援)；場地佈置組：芳園社和北大光榮社；敘         獎組：土城社；頒獎組：北大菁英社；禮品組：新北市福利旺社；司儀組：樹林         社；場控組：三峽社；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土城中央社土城中央社土城中央社土城中央社；分組討論組:鶯歌社；無線電組:鶯         歌社；總務組:鶯歌社；議事組(議程安排):鶯歌社。訂訂訂訂 11/11 (11/11 (11/11 (11/11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三下午三下午三下午三            點假鶯歌社社館召開地區年會籌備會點假鶯歌社社館召開地區年會籌備會點假鶯歌社社館召開地區年會籌備會點假鶯歌社社館召開地區年會籌備會，屆時請各社負責的人員撥冗出席。 九九九九、、、、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案由一：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之名稱，提請討論。 說  明：之前我們第四、七分區共同舉辦的高爾夫球聯誼賽名稱：第四、七分區聯合高爾         夫球聯誼賽，不知何時改為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因此提議改回原來的名稱。 決  議：照案通過。名稱：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經費不變：AG：貳         萬元、DVS：壹萬元、每社：伍仟元。 十十十十、、、、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副主委 PP James:台灣扶輪公益網已推動五年，目前是由 14-15    年度台灣 3480、3490、3520 三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共同管理，最重要是在做公益過程，    透過網路找尋最適當的捐贈者與弱勢資源需求者。也把社區服務的項目，直接透過    公益網這個平台去做登錄，可以讓全球扶輪社社友知道我們在做的公益活動，    並透過網路世界，讓更多民眾了解扶輪的美善，未來也會納入社長就職前的訓    練，在今年 12 月 18日有『臺灣扶輪公益網‧愛的禮物八方送』記者會發佈，    這個平台最主要也分享要捐贈的資源，讓大家知道可以運用資源、相互支持。 (2)鶯歌社社長 Curtain：上次會議決議：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是訂 12 月 5日(星    期六)，因逢本社 PP Amory娶媳婦，所以與各社討論後，已更改為 11/29(星期日)。 十一、散會：下午 4：20主席宣佈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15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3名     

   出席人數:…………44名                 

    出國人數:………… 6名                  

    免計出席人數:…… 1名                  

補出席人數:……… 8名         

缺席人數:…………24名                     

    出 席 率:…………71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Barcode、 

Bearing、Book、Branding、Chef、 

Civil、David、Manpower、Media、 

Michael、Page、Pin Jer、Ricky、 

Sam、Whole、Wood、Braht、Golden、 

Look、Fire、Marble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Paul、Roman、 

Tim、Human、Jimmy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ndy、Blower、Doctor、Health、 

Risen、Stanless、Bill、Louis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楊志雄 老師          講師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陳立軒 先生         P.P.Paul 

     邱裕翔 先生         P.P.Paul 
     林添鏌 先生         P.P.Paul 
     受表揚之優良員工四位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9卷第 15期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05日出刊  

第第第第 969696967777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楊志雄老師；接下來
歡迎蒞臨貴賓：D.V.S.Amy、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社友、云享科技有限公司 
陳立軒經理、翱翔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邱裕翔總經理、欣鴻紙器有限公司 林添鏌總
經理、昭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杉經理、玖旺貿易(股)公司 陳麗方經理、南山
人壽 欒品圖主任、王子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黃文彬組長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Enter社友、James社友、Paper社友、Ricky社友、Roman 社友、
P.P.Case夫人方玉雪小姐、Agent 社友夫人郭美華小姐、Health社友夫人馮淑
華小姐、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小姐、Rick社友夫人張靖潔小姐，祝福您們生日
快樂！ 

2. 結婚週年：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結婚 32 週年紀念、Doctor社友與陳雅雯夫人
結婚 12 週年紀念、Health社友與馮淑華夫人結婚 11 週年紀念、HPO社友與黃
寶蓮夫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共享生命的美好！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7,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P.P.Case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Spring 20,000 
5. P.N.Lawyer 1,000 6.  秘書 Life 1,000 
7. 社友 Auto 1,000 8. 社友 CNC 1,000 
9. 社友 HPO 1,000 10. 社友 James 1,000 
11. 社友 Paper 1,000 12. 社友 Printer 1,000 
13. 社友 Quba 1,000 14. 社友 Stone 1,000 
15. 社友 Trading 1,000 16. 社友 Camera 1,000 

小計：37,000 元 

承上期：260,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蔡木春 P.P.Spring 
講題：扶輪公益網 
現任：紳貿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扶輪經歷： 
� 2008-2009 年度 入社 
� 2009-2010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

員會主委 
� 2010-2011 年度 祕書 
� 2011-2012 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

會主委 
� 2012-2013 年度 理事、扶輪社行

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 2013-2014 年度 社長 
� 2014-2015 年度 理事、地區扶輪

公益網委員 
� 2015-2016 年度 顧問主委、地區

扶輪公益網委員 
§  會後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跨地區聯合例會 
日期：11月14日(星期六) AM 10:30 
地點：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 
活動流程： 
愛心園遊會 上午 10:00 開始 
聯合例會   上午 11:45~13:00 
慈善音樂會 下午 14:10~16:30 
   

社區服務-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台

鐵總調度所參觀活動 
日期：11/10(二) 上午9:30集合 
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老火車頭前 
※請登記參加之社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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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Braht 社友(63.11.09) 

Look 社友(77.11.09) 

Rick 社友(62.11.11) 

Land 社長夫人何淑卿小姐(62.11.10) 

P.P.Spring 夫人褚阿杏小姐(46.11.10)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P.P.Valve 與郭淑珍夫人 

結婚 35 週年紀念(69.11.09) 

Banker 社友與夏慧雯夫人 

結婚 14 週年紀念(9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