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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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合 會 議 
一、時間：2016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9:30 報到 10:00 開會 
二、地點：鶯歌社社館（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181號2樓） 
三、主席：鶯歌社社長：Frank、三峽社社長：Peter、新北國際網路社社長：Michael 
   紀錄：鶯歌社秘書：Steel、三峽社秘書：Cutting、新北國際網路社秘書：Lily 
四、出席：略  五、列席：略 
六、鶯歌扶輪社社長 Frank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鶯歌社社社長 Frank 致詞： 
 三峽社Peter社長、新北國際網路Michael社長、第四分區AG Diana、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DVS Carlon、第七分區DVS Cut、及各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早安 
大家好，今天很開心大家來到我們鶯歌社社館，小地方希望大家多包涵，今天準 
備了一些咖啡、麵包，希望大家來開會的同時也能達到共同聯誼的效果。 
希望大家多多認識，各位同學的情誼不只是這一年，也希望能長長久久下去，今
天有很多議題要討論希望大家踴躍發言，多給建議，祝會議圓滿成功！ 
<二>三峽社社長Peter致詞： 
 我們共同主辦的鶯歌Frank社長，新北國際網路Michael社長、第四分區AG Diana、 
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DVS Carlon、第七分區DVS Cut、及各位社長、秘書 
同學大家早安，參加很多次會議，第一次坐在Mantable，看到大家氣氛融洽，在 
扶輪社時間長了就是同學的感情最好，不會有口角，因為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最 
後能有一生一世的情誼，都是美好的回憶，兩個分區有15個社，朋友交不完，是 
很好的一件事，今天有很多議題要討論希望能有好的結果，祝會議圓滿成功！ 
<三>新北國際網路社社長Michael致詞： 
 共同主辦的鶯歌Frank社長、三峽社Peter社長、第四分區AG Diana、第七分區AG 
Judy、第四分區 DVS Carlon、第七分區 DVS Cut、及各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早
安大家好!第一次當社長也請大家多指導我學習，很高興認識大家，扶輪知識很
多，希望透過大家參與會議及聯誼來學習，祝大家身體健康，今日會議圓滿成功！ 
五、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Diana 致詞： 
  三位主席、第七分區 AG Judy、第四分區 DVS Carlon、第七分區 DVS Cut、及各
位社長、秘書同學大家早安，第一次在早上開社長秘書會議，精神飽滿，我也是
第一次做助理總監，請多多指教，大家同學真的是一生一世，大家卸任之後就是
明星團隊的聯誼，是一輩子的。 
總監今天去做公式訪問無法來參加，但特別交代要感謝大家的基金捐贈，另外今
年的社員人數目標四萬人，我們 3490 地區必須要增加一千位社員，拜託各位社長、
祕書幫忙，每社增加一些社員人數，幫助總監達到今年的目標，很高興今天來參
加社長秘書會議，祝會議圓滿成功！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Judy 致詞： 
  共同主辦社社長、AG、DVS、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大家都非常有精神，在這裡再次重複 AG 和總監的話，今年總監的任務就是社 
員成長和基金捐贈，目前已經有兩百位新社員，還需要將近一千位的社員成長， 
拜託我們大家繼續加油，在基金方面，還需要達到 190 萬的美金，今年的任務非 
常辛苦艱難，拜託大家幫忙! 
另外就是 RCC 網路登入，將增加的社友及社區服務活動登入，拜託各位執秘落實
這件事，如果有還不會操作的執秘也請找總監辦公室的祕書幫忙教導。 
社區服務也一直在舉辦，請大家共襄盛舉，感謝大家的努力，希望我們再接再厲， 
我知道總監給我們的目標門檻蠻高的非常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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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都是第一次擔任職務，不管是 AG、DVS 還是社長，既然輪到這個職務就是要
努力做到最好，扶輪領導人中 DVS 的工做就是要提醒總監做總監月報，因此我必
須拜託各位不要忘記總監月報發稿的認養月份，務必要做好不要忘記，最後祝會
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四>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Cut 致詞： 
    共同主辦社社長、AG、DVS、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 
雖然我的扶輪年資比較久，但是也是第一次做 DVS，我認為在扶輪就是進來學習， 
出去服務，並且在這裡快樂的交朋友。在此要建議總監團隊，以後做訓練會的時
候，不要只寫 AG 訓練會，應該要寫 AG、DVS 訓練會，讓大家知道 AG 及 DVS 的明
確工作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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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會議圓滿成功！祝大家平安如意！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舉辦時間、地點，提

請討論。 
提案人: 樹林芳園社、北大光榮社、土城中央社、三峽北大菁英社 
說  明：預訂 10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報到、2：00 開會，地點假土

城中央社社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號 6樓)。 
決  議：經決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舉辦時間為 10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9:30 報到、10:00 開會，地點假土城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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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預訂 10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決  議：經決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時間 10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報到、11:00 開始，地點於桃園高爾夫球場，
各社社長贊助$5,000，報名費$500/每名，舉辦方式援由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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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新北市福利旺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預訂 106 年 01 月 14 日(星期六)，地點:另行公佈。  
決  議：經決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扶輪知識講座，時間 106 年 01 月 14 日(星期

六)上午9:00~12:00，地點於台北大學社科大樓B1F07室，各社贊助$5,000
多退少補，舉辦方式援由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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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時間:106 年 3 月 8 日，地點:土城全國宴會廳。 
決  議：經決議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時間 106 年 3 月 8 日 11:30 報到，

12:00 餐敘，13:00 開會，地點:土城全國宴會廳(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
段 66 號)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本年度第四、七分區團隊應酬公約，提請討論。 
提案人：土城社社長 Cable 
說  明：喜事$2,000(若夫妻共同參加，則為$3,000)、喪事$1,500。 
九、報告事項： 
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聯合登山暨清潔日活動 

登山時間：10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 8：30 報到 
登山地點：三峽鳶山 
報到地點：三峽中園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 22 號) 
團康活動：三峽中園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 22 號) 
報 名 費：每人 300 元，歡迎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中午用餐：各社自理 
備    註：每社需再支付$2,000($1,000 共同製做看板，$1,000 共同捐贈三 
峽中園國小清寒學童營養午餐)本年度聯合登山聯誼活動由樹林扶輪社、北大 
菁英扶輪社主辦。清潔日活動由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主辦。 

九、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27 名                     

    出 席 率:…………64%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Barcode、Civil、 

David、Doctor、Fire、Jeff、 

Grind、Jerry、Life、Look、 

Machine、Manpower、Marble、 

Michael、Nicky、Page、PinJer、 

Pro、Rick、Ricky、Sam、Steve、 

Tim、Wood、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Banker、Roman、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Chiang Ji、Human、Land、 

Paul、Printer、Risen、Yic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Johnny 社友          講師 

     Peter 社長暨社友   三峽扶輪社 
     P.P.Helen      樹林芳園扶輪社 
     P.P.Lisa       樹林芳園扶輪社 

     JJ 社友        蘆洲湧蓮扶輪社 

     許禾楠伉儷         Ray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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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7 次例會~三峽社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中央社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土城中央社 Ra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扶輪公益網

講師 Johnny 社友；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社社長 Peter、P.P.Archi、
P.P.PVC-Lin、P.P.Insurance、P.N.Richard、秘書 Cutting、社友 Belence、Chef、
Fire、Master、YA、樹林芳園社 P.P.Helen、P.P.Lisa、蘆洲湧蓮社 社友 JJ、聖
揚活動企劃 許禾楠總經理伉儷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aul、Connector 社友、Grind 社友、Wood 社友；祝福您們生

日快樂！ 
2. 結婚週年：James 社友與楊碧麗夫人人結婚 21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永浴愛河！ 
 秘書報告由土城中央社 Importer 代理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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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PVC 1,000 
5. P.P.Case 1,000 6.  P.P.Building 1,000 
7. P.P.Valve 1,000 8. P.P.Spring 1,000 
9. P.N.CNC 1,000 10. 社友 Andy 1,000 
11. 社友 Connector 1,000 12. 社友 HPO 2,000 
13. 社友 James 1,000 14. 社友 Ray 1,000 

小計：17,000 

承上期：314,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桃園福榮扶輪社 Tube-KTV 社友 
講題：什麼樣的聲音讓您愛上它! 
現任：金百大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學經歷： 
※ 資深KTV音響研發者 
※ 2016/2017社長當選人 
 

下週節目~職業參訪活動 
日期：10月2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2:00 
地點：臺華藝術中心 
     (鶯歌區中正一路426號) 
◎ 本活動合併10/19例會舉行，請社友
與寶眷踴躍出席，可邀請來賓及家人共
同參加，參加人數請向執秘陳小姐登記
以利參訪活動安排！ 
 
職業服務-贊助德霖技術學院產

學合作計畫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 
地點：德霖技術學院會展與觀光系大樓 
 
新世代服務-土城國中扶輪少年
服務團授證交接典禮暨清寒獎學

金頒獎活動 
日期：10月1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註冊 10:00開始 
地點：土城國中綜合教學大樓一樓 
☆請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踴躍參加！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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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Alumi 社友(53.10.22) 
Auto 社友(65.10.14) 

Printer 社友(60.10.14) 
P.P.Case 夫人方玉雪(42.10.22) 

Health 社友夫人馮淑華(62.10.23) 
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55.10.16)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P.N.CNC 結婚 33 週年 

Alumi 社友結婚 29 週年 

Doctor 社友結婚 13 週年 

Health 社友結婚 12 週年 

HPO 社友結婚 36 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