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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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11115555~20~20~20~20111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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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扶 輪 社 第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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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2：30 報到 3：00 開會 
二、地點：鶯歌扶輪社社館 (鶯歌區文化路 181 號 2 樓)  
三、主席：樹林社社長：James 鶯歌社社長：Curtain   土城中央社社長:Land    
    記錄：                   鶯歌社秘書：Paul       土城中央社秘書:Life 
四、出席：略     五、列席：略    六、主席致詞：略 
七、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

討論。 
提案人：大漢溪社、北大光榮社、三峽社 
說  明：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預訂 
        時間：201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4:30 註冊 5：00 開會 6：00 餐敘 
        地點：由主辦社決定，另行通知 
        本次社秘會由大漢社、北大光榮社、三峽社共同主辦，擬邀請 2016~2017

年度社長、秘書、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共同參與學習與傳承。 
決  議：照案通過，活動地點由主辦社討論決定後另行通知各社。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結餘款 8,095 元擬轉至第四、七分區第四

次社長、秘書聯誼會餐敘時使用，提請討論。 
提案人：鶯歌社、土城社 
決  議：照案通過，登山結餘款並入第四次社秘會議中使用，總費用扣除結餘款 
        後再由各社分攤。 
九、報告事項 
1、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二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賽 
   本次活動由大漢溪社、三峽社主辦 
   時間：2016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報到、11：0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敬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二扶輪社聯合扶輪知識講習會 
   本次活動由大漢溪社、三峽社主辦 
   時間：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 9:00 至 12：00  
   地點：台北大學社科大樓 B1 F07 室（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敬請各社入社三年內之新社友及有興趣之社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3、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二扶輪社聯合例會 
   本次活動由福利旺社、三峽北大菁英社主辦 
   時間：2016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1:30 報到、12：00-13：00 用餐、13： 
   00-14:30 例會地點、主講人、講題：由主辦社決定，另行通知。 
4、2015-2016年度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慈善歌唱比賽活動 
   新北市二、四、七分區為一組，預賽預定於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初賽是上 
   午9：30~12：00複賽是下午2：00假六社聯合例會社館舉行 (板橋區四川路二 
   段16巷8號11樓)，各社統一向板橋東區社執秘報名，之後地區會再正式行文， 
   敬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 
   預賽費用由 AG、DVS各贊助 5000 元，各社贊助 3000 元。 
5、地區年會委員會主委 P.P.Daimond 報告年會進度：感謝各社協助本次地區年會 
   進行，相關公文會於近日發給各社，請各社協助進快完成報名以利後續工作進 
   行，地點安排在新莊頤品大飯店，至於座位安排部份因場地限制懇請四七分區 
   各社協助配合地區安排，感謝大家。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4：20 主席宣佈散會。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揮毫贈春聯活動 

日期：105.01.09 地點：土城五穀仙帝廟 



 

 
 
  例會事項報告     01 月 21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98 名     
   出席人數:…………56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6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77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Alex、 
Barcode、Book、Braht、Branding、 
Chef、Civil、Enter、Machine、 
Manpower、Media、Page、Pin Jer、 
Quba、Ricky、Risen、Sam、 
Stanless、Whole、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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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Blower、Chiang Ji、David、Doctor、 
Golden、Green、James、Jerry、Jeff 
Jimmy、Marble、Peinter、Ray、Rick 
Sean、Albert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A.G.Lawyer        三峽扶輪社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盧建男 先生       Stone 社友 
     吳士宗 先生       Nikon 社友 
     蔡旻衛 先生       P.P.Paul   
     黃忠偉 先生       Fire 社友 
     鄭煌彬 先生       社友   
     楊世傑 先生       Andy社友 
     范柏駿 先生       Look社友 
     Absorber 及公子 
     廖東雄 先生       Land 社長 
     陳以信 先生       Printer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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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8198198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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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貴賓：A.G.Lawyer、

D.V.S.Amy、今日佩章準社友：金山停車場(股)公司 盧建男執行長、大同生技有限
公司 蔡旻衛經理、乙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吳士宗總經理、生瑋企業有限公司 黃
忠偉總經理、雄邦開發建設(股)公司 鄭煌彬副總、高平旅行社 楊世傑總經理、遊
龍通運有限公司 范柏俊總經理、回歸社友 Absorber 及公子、來賓：嵐多利鋁業有
限公司 廖東雄總經理、穩立德有限公司 陳以信總經理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Ball、Machine 社友、Importer 社友社友夫人廖云妤小姐，祝

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Hoist 與江紅杏夫人結婚 49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共
享生命的美好！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7,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2,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Bicycle 1,000 
5. P.P.Ball 1,000 6.  P.P.PVC 1,000 
7. P.P.Valve 1,000 8. P.P.Case 1,000 
9. P.P.Spring 1,000 10. P.P.Paul 1,000 
11. 秘書 Life 1,000 12. P.E.Lawyer 1,000 
13. 社友 Absorber 5,000 14. 社友 Jacky 1,000 
15. 社友 Jack 1,000 16. 社友 Look 1,000 
17. 社友 Orange 1,000 18. 社友 Steve 2,000 
19. 社友 Trading 1,000    

小計：27,000 
承上期：495,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偉辰 師傅  
講題：從葉問電影看真正的詠春拳  
現任：林偉辰 詠春拳館 館長 
學經歷： 
※ 救國團 詠春拳教練 8 年 
※ 林偉辰 詠春拳館 館長 6 年 
   林師傅從小行俠仗義，好打抱不
平，十三歲接觸武術，鑽研過跆拳，
武當，少林，最後落腳詠春，一路專
研至今，超過三十餘年，教學亦超過
十年，目前除自家武館外，同時在救
國團授課，學生超過千人，並曾榮獲
優良教師獎! 
�會後前往探訪榮譽社友 Mold 

下週節目 
日期：105年2月4日(星期四) 
講師：就是筆有限公司 張麗美總經理 
講題：就是你的筆 
※ 會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除夕晚會 
日期：105年1月3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6:00 
地點：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184 號前 
※ 請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敬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1. 扶輪歌唱比賽 2/24 截止報名 
2. 總監盃高球賽 2/26 截止報名 
3. RI 首爾世界年會 3/30 截止報名 
4. 扶輪基金研習會 1/28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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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Manpower  (35.02.03) 

Wood 社友夫人張瓊方小姐  (67.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