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7~2018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十 六 扶 輪 社 第 一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合 會 議 

一、時間：2017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4:30 報到 5:00 開會 

二、地點：金龍鳳餐廳（239新北市鶯歌區國華路100號） 

三、主席：鶯 歌 社 社 長：Steel、     土城中央社社長：CNC 

          新北世界社社長：Athena、    土城東區社社長：Stainless 

    紀錄：鶯 歌 社 秘 書：Alan、      土城中央社秘書：Panray     

          新北世界社秘書：            土城東區社秘書：Marco 

四、出席：略   五、列席：略 

六、鶯歌扶輪社 Steel 社長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鶯 歌 社 社 長 Steel 致詞:我們今天是第一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

 Main table 的各位貴賓及領導人，以及各社社長、秘書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

高興那麼熱的天氣，大家準時的來參加會議真的很高興，今年由四、七分區的 A.G.

以及 D.V.S.，在各位的帶領之下，相信今年的成績一定會非常棒非常優秀，在這

邊感謝大家的合作，祝大家社運昌隆謝謝! 

  <二>土城中央社社長 CNC 致詞: 四、七分區的 A.G.以及 D.V.S.，還有各社社

長秘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社秘會議，感謝大家撥空來參加，今天有

一些議題要來跟大家一起研討，祝我們今天的會議進行順利，也祝大家事業順利

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三>新北世界社社長 Athena 致詞: 各位 Main table 的貴賓，還有各位社長

秘書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開心今天能跟各位在這齊聚一堂，共同聯誼也依一

同討論議題，祝會議進行順利，大家身體健康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三>土城東區社社長 Stainless 致詞: 在座 Main table 的貴賓，還有各位社

長秘書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社秘會議，非常高興跟大家相

聚，我們今天要把我們全年度的工作計畫，以及各項議題議案討論好，希望大家

把自己的看法以及心中的想法，一起說出來分享討論，祝我們今天會議順利，謝

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East 致詞：在座 Main table 的貴賓，還有各位社長秘書

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興今天跟大家聚再一起，一起來討論議案，我也

希望大家把心中的意見跟想法說出來，大家一起討論一起決定，謝謝大家，

祝大家社運昌隆。 

<二>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my 致詞：今天我們四社的主席以及各位社長秘書同學，

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大家聚再一起開會聯誼，真的很感恩，我們很有

緣在今年成為同學，扶輪一年輪一年，每年都傳承扶輪精神，今天的第一次

社秘會議希望我們會議進行順利，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WCS 國際社區服務計畫

活動，祝大家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三>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Thermo 致詞：各位在座的扶輪前輩以及貴賓，還有各位

社長秘書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開心今天大家聚再一起，我們今年的團隊

是充滿活力的一個團隊，希望我們四、七分區一起努力一起完成今年的目標，

在這邊謝謝大家一起合作，祝大家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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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芳園社、福利旺社、北大光榮社、三峽社 

說  明：擬訂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30 報到、10：00 開會。地點： 

        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共同社館(樹林區大安路 520 號 7 樓)。 

決  議： 1.日期 106 年 10 月 11 日(三) 

         2.時間:9:00 報到 /9:30 正式開會 

         3.地點:樹林芳園社社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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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社、三峽北大菁英社 

說  明：世界清潔活動是否舉辦？提請討論。 

決  議：1.合併聯合登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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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世界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擬定於 1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三峽區插角 

        里 80 號)。 

決  議： 1.日期:106 年 11 月 26 日(日) 

         2.地點:大板根 

         3.報名費:每位社友 300 元(不含用餐費)，用餐費由各社自付，報名費 

           含(帽子、毛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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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中央社、鶯歌社 

說  明：擬定於 10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地點:金龍鳳餐廳(239 新北市鶯歌區 

        國華路 100 號)，提請討論。 

決  議：1.日期:10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 

        2.地點:新北市板橋農會 

        3.時間:17:00 報到/17:30 用餐/18:00 開會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2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24 名                     

    出 席 率:…………66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uto、Barcode、 
Book、Camera、Civil、Fire、 
Hunter、Importer、Jerry、Land、 
Look、Manpower、Michael、Nicky、 
Page、PinJer、Printer、Pro、 
Quba、Rick、Whol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achine、Ray、Val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Steve                                             

四、補出席社友                                
Andy、Tim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Stock 社長            講師 
     A.G.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王進源 伉儷        CNC 社長 
     周正昌 先生      Trading 社友 
     黃俊榕 先生     P.P. Chiang Ji  
     許偉明 先生       P.P. Paul  
     王明章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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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8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NC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uman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土城社 Stock 社長，

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Amy、今天佩章的準社友~合商
企業有限公司 王進源總經理、久弘有限公司 黃俊榕總經理、吉和興業有限公司 
周正昌 總經理、來賓~金輛汽車 許偉明先生、鴻展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王明
章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Hunter 社友、Jaysjinnet 社友、Trading 社友夫人林杏霞小姐、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Cable 社友與林采縼夫人結婚 15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週年快樂！ 

 秘書報告由本社 Panray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Connecto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6,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NC 3,000 2. P.P.Ball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Spring 1,000 
5. P.N.Designer 1,000 6.  秘書 Panray 1,000 
7. 社友 Jimmy 1,000 8. 社友 Trading 1,000 
9. 社友 Wine 

1,W 
1,000 10. 社友 Cable 1,000 

11. 社友 CK 1,000 12. A.G.Amy 1,000 
13. 土城社 Stock 社長 2,000    

小計：16,000 

承上期：84,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陳韋達 先生 
講題：工業4.0 (人工智慧)時代- 
           企業及個人贏的策略 
現任：OMNI 視覺 VJ 總監 
       龍華科大多媒體科系講師 
學經歷： 
※ 文化大學戲劇系 
※ CGCG 動畫特效組 
※ Luxy 視覺 VJ 
※ OMNI 視覺 VJ 總監 
※ 龍華科大多媒體科系講師 
※ 學承電腦講師 
※ 赫采電腦講師 

下週節目~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8月3日(星期四) 
講師：D.G.Beadhouse 
講題：總監專題演講 
公式訪問行程： 
AM10:30~11:00 迎接總監伉儷團隊 
AM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提 
              名人、秘書會晤 
AM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總監 
              團隊與五大主委會晤 
AM12:10~13:00 餐敘 
PM13:00~14:00 例會、總監專題演講 
相關人員請準時出席！ 

第一次爐邊會暨父親節女賓夕 
日期：8月5日(星期六)下午6:00 
地點：台南擔仔麵餐廳 

     (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96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帶父親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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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P.P.Valve 夫人郭淑珍小姐 

(44.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