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6~2017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十 五 扶 輪 社 第 一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合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2016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4：30 報到 5：00 開會 
二、地點：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三、主席：樹林社社長 Rubber、土城社社長 Cable 

大漢溪社社長 Leon、新北世界社社長 Yen    
記錄：樹林社秘書 Eason、土城社秘書 Chemical 

大漢溪社秘書 Amos、新北世界社秘書 Mike 
四、出席：略    五、列席：略    六、樹林扶輪社社長 Rubber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樹林扶輪社社長Rubber致詞： 
        土城社Cable社長、大漢溪社Leon社長、新北世界社Yen社長、PDG Victor、 
    第四分區AG Diana、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DVS Carlon、第七分區DVS Cut、

板橋社Bank社長各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第一次主持社長秘書聯合
會議，心裡有些緊張，今天有很多議題要討論希望都有結果，祝會議圓滿成功！ 

    <二>土城扶輪社社長Cable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PDG Victor、AG、DVS、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今

天會議的地點對大家來說有些遠，讓大家奔波非常抱歉，不過相信Jyi-Lih PP 一
定會為我們準備美味的餐點，讓大家不虛此行。再次感謝大家共襄盛舉！ 

    <三>大漢溪扶輪社社長Leon致詞： 
        樹林社Rubber社長、土城社Cable社長、新北世界社Yen社長、PDG Victor、 
    第四分區AG Diana、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DVS Carlon、第七分區DVS Cut、

板橋社Bank社長各位同學大家好，第一次的社長秘書聯合會議，雖然外面天氣非
常炎熱又大塞車，但大家還是踴躍出席，非常感謝！未來的一年大家要共同打拼
一起努力，希望大家在這一年都有亮麗的成績，加油！加油！加油！
<四>新北世界扶輪社社長Yen致詞： 
    樹林社Rubber社長、土城社Cable社長、大漢溪社Leon社長、PDG Victor、 
第四分區AG Diana、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DVS Carlon、第七分區DVS Cut、
板橋社Bank社長各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好，我們是一個很新的社，雖然經驗比
較不夠，不過我們會虛心學習，該做的服務我們都會盡量配合，敬請大家不吝指
教，最後祝大家平安、健康！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PDG Victor 致詞： 
    各位共同主席、2 位 AG、2 位 DVS、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很高興列席第四
七分區社長、秘書聯合會議，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要來告訴大家有關本社板橋
扶輪社 50 週年紀念，我們將舉辦一場慈善感恩音樂會，要邀請四七分區各社共襄
盛舉，希望當天不僅僅是音樂會而已，還希望把各社歷年來的重大服務成果展現
出來，讓各社社友及各界來賓都能看到大家多年的努力。很榮幸能被社友推派擔
任本次活動的主委，所以我代表板橋扶輪社全體社友誠摯邀請各社社友踴躍參
加。最後祝大家平安健康、會議圓滿成功！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Diana 致詞： 
    四位共同主席、PDG Victor、板橋社 Bank 社長、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
家好。人說「扶輪、扶輪、職務照輪」，今年度剛好輪我當助理總監一職，希望能
做好總監與各社的溝通橋樑。今年的兩大重點「扶輪服務人類」及「扶輪基金百
週年」，「扶輪服務人類」方面總監做了 WCS-誇國到大馬尼拉區派拉納克市扶輪屋
及公共圖書館與社區保健室興建房屋工程及義診活動計畫，邀請各社共襄盛舉。
「扶輪基金百週年」DG Concrete 的目標是社員成長全區達 6000 人，平均每社要
淨成長 13 名社員；扶輪基金捐贈目標是要達 150 萬美金，各分區鉅額捐贈 6名以
上；根除小兒麻痺捐款每社達 2650 美金以上，希望將扶輪社長久以來最大主題目
標-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竭盡所能全力協助，希望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兩國的野生
小兒麻痺病毒徹底根除。另地區獎助金第四分區送了 3 個案，但只通過 2個案，
一是新北市福利旺社提出的「樹林地區全民免費健診活動」，一是大漢溪社提出的
「文林國小建置數位語言教室活動」。「讓我們建立如石心混凝土牢固的扶輪友誼」
及「讓我們為弱勢族群建構如混凝土牆般堅固的庇護所」是 DG Concrete 給我們
的勉勵，期望大家手牽手心連心一起將我們的目標達成，希望在 16-17 年度共創

一個美好的年度！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Judy 致詞： 
    共同主辦社社長、AG、DVS、PDG Victor、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榮幸在 2016-17 年度和大家共同服務人類，我知道總監給我們的目標門檻蠻 
高非常辛苦，希望大家攜手合作共同打拼，大家都能把目標達成。最後祝會議圓
滿成功！謝謝大家！ 
<三>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Carlon 致詞： 
    共同主辦社社長、AG、DVS、PDG Victor、各位同學大家好，剛剛 AG Diana
已經將今年度總監的工作計畫說明的很詳細，年度前也開過很多次會議但都沒有
結論，希望今天討論的議題都能有結論才不會一再重複討論。這次的「社長秘書
聯誼會」我提議改為「社長秘書聯合會議」比較合理，聯誼會應該是年度結束後
的聯誼活動才叫聯誼會，年度中應該都是在討論社務運作及服務計畫方面，所以
應該稱為「聯合會議」較適當，所以今年度就以「社長秘書聯合會議」為活動名
稱。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四>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Cut 致詞： 
    共同主辦社社長、AG、DVS、PDG Victor、板橋社 Banker 社長、各位社長、
秘書大家好，參加社秘會是促進各社友誼、協助社務推展，希望透過這個會議大
家都能安心、快樂當社長。祝大家平安如意！ 
<五>板橋社 Banker 社長致詞： 
    Maintable 各位扶輪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抱歉我知
道今天你們要討論的議題很多我來插花一下，我是要來說明本社板橋扶輪社慶祝
五十週年將於 105 年 12 月 18 日舉辨一個「感恩慈善音樂會」活動。我們定位為
感恩慈善音樂會，就是要感恩我們的母社永和扶輪社的 PP 們開疆闢土，輔導成立
我們板橋扶輪社，也要感謝各社 CP 非常有勇氣的出來創社，經過 50 年的傳承衍
生、開枝散葉才有第二四七分區各社，所以當天我們將感謝各社 CP。並希望將各
社歷年的重大活動都能在晚會上呈現。另外慈善就是每社每年在慈善捐助方面都
有很多的捐獻，我們也歡迎各社今年度要捐給各個弱勢族群都可以在晚會上做聯
合捐贈儀式，詳細內容請參閱企畫內容說明書，誠摯邀請各社與我們共襄盛舉，
讓我們 12 月 18 日見，感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舉辦時間、地點，提 
        請討論。 
提案人: 鶯歌社、三峽社、新北國際網路社 
說  明：預訂 105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30 註冊，地點假鶯歌社社館。 
決  議：經決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舉辦時間：105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9:30 註冊 10：00 開會，地點：鶯歌社社館(新
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181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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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預訂 105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地點:1.淨溪(三峽區)2.淨灘。 
決  議：經決議與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合併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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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社、三峽北大菁英社 
說  明：提議於 105 年 11 月舉辦。爰往例，報名費每人 300 元，每社全體社友均

需報名，歡迎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決  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暨清潔日活動 
        時間：10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 8：30 註冊 9：00 開始 
        地點：三峽鳶山 
        報名費：每人 300 元，每社全體社友均需報名，歡迎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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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社、土城社 
說  明：提議於 106 年 3 月舉辦。 
決  議：決議於 106 年 3 月舉辦，由於預定舉辦的日期還很久，決議於 10 月份第

二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時再討論。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會議於 18：30 結束，土城扶輪社 Cable 社長宣佈閉會。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0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57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4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rcode、Civil、Grind、Jeff、 
Jerry、Marble、Nicky、Ricky、 
Sam、Steve、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bert、Bill、Jimmy、Ray、 
Roman、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Camera、James、PinJ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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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op 輔導主委  土城扶輪社 

     Jacky 社長      土城東區扶輪社 
     Tom 秘書        土城東區扶輪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蔡安和 伉儷        P.N.CNC 
     黃維沙 伉儷       Risen 秘書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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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9 次例會~第一次爐邊會暨父親節慶祝活動 

◆ 下午六時整，由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輔導主委 

P.P.Top、土城東區社 Jacky 社長、Tom 秘書、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三
重南區社 P.N.May、意形珠寶設計工作室 蔡安和伉儷、維印印刷有限公司 黃維沙
總經理伉儷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Importer 社友、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本社秘書 Risen 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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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蕭堯健康大學 創辦人、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顧問  
學經歷： 
※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 中國佛教會玄奘大學創校執行秘書 
※ 合眾國際法律事務所台灣區負責人 
※ 休士頓醫學中心研究員 
※ 警察廣播電台全國長青網節目製作

主持人 
※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8月18日(星期四) 
講師：蔡安和 先生 
講題：珠寶工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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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前往

者可停於光榮國中(三重區介壽路
26號) 

捐贈土城紅十字會大豹溪大救生隊 
日期：8月13日(星期六)上午8:00 
地點：北城游泳池 
     (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50號) 
※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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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6-2017 年度新北市第三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國際扶輪盃身障舞蹈團體表演賽暨輪椅國標舞全國公開賽〕 
一、活動目的：本活動將特邀身障團體參與比賽及表演，使一般民眾了解身障者 
    的堅韌，同時期能拋磚引玉釋出更多的愛與關懷。本活動為能使身障人士實 
    現卓越的體能運動，身心障礙者參與舞蹈表演除能強健體力，亦能藉由表現 
    舞蹈之美而提升自信心，進而願意參與各項社會活動。藉由本活動，將能促 
    使各界舞蹈愛好人士提升素質、紮實技術，達到全民運動風氣結合休閒、健 
    身與社交之功能。 
二、表演項目: 敬邀各友社社友伉儷組團參加，並邀請各地方身障朋友踴躍參加。 
    1.身障舞蹈團體表演賽。 
    2.輪椅國標舞全國公開賽。 
    3.各扶輪社團體表演。 
    4.國內現役職業組舞蹈對抗表演。 
    5.服裝走秀  
三、日    期: 8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報到；上午 11:00 活動開始 
四、地    點: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小巨蛋(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7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