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5 日 
主席：李富湧 社長 
紀錄：蘇清海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江謝瑞 李清崑 黃鼎發 江顯皎 鄭其發 何仁傑 林裕翔  
          陳威達 蔡東樺 孟醒宇 李富湧 潘建叡 蘇清海 蔡木春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前社長 陳啟洲告別式訂於105年8月1日上午八時公祭，地點：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10號。本社全體前社長及社友擔任招 
        待，並由社長獻扶輪旗，請C.P.Yico、P.P.Bicycle、P.P.Ball、 
        P.P.Plastics覆蓋蓋棺旗。依社友應酬公約，社友1500元/人之奠 
        儀，因家屬不收，本社將上述奠儀，僱請車隊、儀樂隊，於出殯時 
        引導繞境，送前社長陳啟洲一程，祝其一路好走。倘金額仍有不足， 
        由P.P.Chiang Ji負擔。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地區年會，訂 106 年 4 月 15~16 日在新莊頤品 
        飯店舉行，本社擔任場地佈置之職責，擬推舉 PP 擔任場佈組組長， 
        並由組長指定副組長，提請議決。 
決  議：推舉本社 P.P.Spring 擔任組長、I.P.P.Land 擔任副組長執行此項 
        任務。 
二、 臨時動議：無 

 

扶輪知識-例會之用餐與指定固定之場所開會的由來 
    扶輪社於1905年創立後,原先扶輪社例會中並未用餐之事,直至1909年
美國第三個創立的加州奧克蘭扶輪社的某次例會中,有一位社員牛頓因例會
遲到被糾察時說明是因為用餐而延誤時間所致,此時例會全場一致決定自次
週例會起先共餐後再例會。 
    從此,例會會場氣氛和樂,社員彼此間之情誼增進不少,其後各地之扶輪
社群起仿效於例會中共餐,也因為須準備共同用餐而指定固定之場所開會以
取代過去輪流在社員職場開會的慣例,但是至今還有少數的扶輪社仍在社員
職場或住所輪流開會。 

扶輪知識-關於職業服務 
   當專業人士加入一個扶輪社時，他們是以所從事的事業或專業的代表的
身分加入。這賦予了扶輪社員們雙重責任，一方面要在社裡代表他們的職
業，另一方面要在職場實踐扶輪的理想，作為表率。 
職業服務的焦點在： 

 在所有職業遵守並推廣崇高的道德標準，包括公平對待雇主、員工、
夥伴、競爭者、及社會大眾。  

 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之價值，不只是您自己或扶輪社員所從事
的職業才有價值。  

 貢獻您的職業才華來解決社會的問題及需求。  
「四大考驗」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所呈現的價值，自扶輪史以來
即為扶輪的核心主題，目的是要在職場推廣崇高的道德標準。 

扶輪知識-職業認識委員會 
    職業認識委員會的任務是規劃各種擴展社員對所有事業與專業的認識
與評價的節目及計劃。  

就各方面而言，職業認識為推行『職業服務』相關各種服務之關鍵。扶
輪社員見聞廣博的可以提供更有建設性的職業輔導，並更有效的處理工作場
所發生的問題。由於充分瞭解各種職業所提供的挑戰及機會，扶輪社員更能
夠實踐『職業服務』的基本信條：『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之價值』。  

扶輪知識-職業服務向下委員會之職責 
下列各項任務可由職業服務委員會一人或多人負責推行（要看你的扶輪

社的組織與大小而定）：職業發展、職業促進、職業認識、職業成就獎與扶
輪義工。  
 職業發展委員會-工作焦點在於協助人們獲得就業所需職業技能。 
 職業促進委員會-負責督導各項能增進社區就業機會的計劃，並在工作

場所提倡正確關係。 
 職業認識委員會-負責幫助扶輪社員更加認識各種職業的全貌。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負責獎勵在工作場所有優異表現及                 

實行崇高道德標準者。 
 扶輪義工委員會-負責鼓勵並安排扶輪社員在當地、地區、及國際階層

參加義工活動。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 8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28 名                     

    出 席 率:…………6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Barcode、Braht、Civil、 
Doctor、Fire、Grind、Importer、 
Jack、Jeff、Jerry、Look、 
Manpower、Marble、Michael、 
Nicky、Page、PinJer、Printer、 
Pro、Rick、Ricky、Sam、Steve、 
Tim、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Albert、Haedware、 
Jimmy、Machine、Paul、Ray、 
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Building、Printer、 
PVC、Tim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Nikon 社友           講師 

     Alumi 社友           講師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土城東區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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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東區社長 Jacky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土城東區社 Goods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土城中央

社 Alumi 社友、土城東區社 Nikon 社友，期待兩位講師今日精彩的職業分享；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土城東
區社社友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Valve 夫人郭淑珍小姐、Albert 社友夫人李司琪小姐、Jack 社 
               友夫人商秀梅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土城東區社秘書 Tom 主持，報告兩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H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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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C.P.Yico 2,000 
3. P.P.PVC 2,000 4. P.P.Valve 2,000 
5. P.P.Chiang Ji 1,000 6.  P.N.CNC 1,000 
7. 秘書 Risen 1,000 8. 社友 Alumi 2,000 
9. 社友 Book 1,000 10. 社友 Green 1,000 
11. 社友 HPO 2,000 12. Trading 1,000 

小計：19,000 元 
承上期：79,000 元 

 
 
 
 
 
 
 
 
 
 
 
 
 

本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暨父親
節慶祝晚會 

日期：8月4日(星期四)下午6:00 
地點：土城青青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6號) 
爐主：社長 Lawyer、C.P.Yico、 
     P.P.Hardware、P.P.Manpower、 
     P.P.Plastics、P.P.Valve、 
     P.P.Chiang Ji、秘書 Risen、 
     社友 Banker、Book、Designer、 
     Jack、Jimmy、Page、Rick、Steve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帶父親參加！ 
 

下週節目 
日期：8月11日(星期四) 
講師：蕭  堯 老師 
講題：食在好健康~三不五食健康蔬 
※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課後輔導班活動 
日期：8月11日(星期四)下午3:30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15號 
※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日期：8月6日(星期日)下午1:00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參加人員：社長Lawyer、秘書Risen、
公共形象主委P.P.Spring、社友
Stone，請準時出席！ 

                                                                                             社⾧：李富湧 Lawyer  秘書：蘇青海 Risen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