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一屆十一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09 日 

主席：鄭其發 社長 
紀錄：陳瑞光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廖東雄 陳以信 鄭其發 陳陽春 蔡東樺 李富湧 呂理論 
林礽熹 周弘章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一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暨清潔日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26 日(星期 
        日)上午8:30假大板根森林園區舉行，本活動擬合併11月 23日(星 
        期四)第 1076 次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3490地區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活動日期訂於12月6日(星期三)下午 
        五時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本社接任會場布置之職 
        務，活動負責人員配置及安排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協助佈置會場及撤場活動人員安排等 11 月 21 日主辦單位籌備 
        會後決定。 
第四案：請討論本社第三次爐邊會議活動日期訂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五)假土 
       城台南擔仔麵餐廳舉行同時接待韓國峰潭社來訪社友及寶眷舉行聯 
       歡晚會，提請理事們討論。 
爐  主：P.P.Hardware、P.P.PVC、P.P.Plastics、P.P.Case、社友 All Line、 
       Auto、Camera、Chris、Fire、Nicky、Owen、PinJer、Pro、Sake、 
       Stone、Whole 以上十六位。 
決  議：照案通過，本活動合併 12 月 14 日第 1079 次例會舉行。 
第五案：本社擬贊助新北市觀皇慈善關懷協會 12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一時 
       假板橋四維公園舉辦之寒冬送暖活動經費一萬元，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土城東區社林廣彥 Media 社友希望轉社成為本社社員，提請理事們 
        討論。 
決  議：本社理事同意其轉社申請。 
第七案：本社是否參與「點亮星空˙照亮星望」公益園遊會，提請理事們討 
        論。 
說  明：為幫助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籌募服務經費，誠摯邀請樹林區、 
        土城區、鶯歌區及三峽區的扶輪社將共同攜手舉辦「點亮星空˙照 
        亮星望」公益園遊會，募款所得將捐贈給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 
        會，提供自閉症者家庭專業及適切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一起共襄 
        盛舉一同點亮星光，燃起星望。 
        日期：106 年 12 月 16 日(六)，地點：樹林高中，費用：20000 元/ 
        社；10000 元/攤位。園遊卷售價 200 元，面額 140 元(3 成售價愛 
        心捐款) 
決  議：本社贊助活動經費兩萬元共同參與。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是否於常年大會時提出與韓國峰潭扶輪社往來、互訪並簽訂友
好協議之追認案，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依照正常程序於常年大會提案表決，照案通過。 

 

 

 

 

 

 

 

 

 

 

 

 

 

 
扶輪知識 

    扶輪社是互相鼓勵彼此教育的團體，是以扶輪社員為主體。社員透過參與各

種服務活動培養及學習扶輪精神(寬容、友誼、服務)、職業道德、四大考驗、超

我的服務等，具有服務精神的扶輪社員，名醫變為良醫、名律師變為良律師、名

企業家變為良企業家。扶輪的目的(扶輪宗旨)在於培養及造就扶輪社員不斷的提

升自己的品格及品味。每一扶輪社員將扶輪精神生活化，應用於日常生活，變為

有服務精神，職業道德、有寬容心，處處為別人設想，對每一個人都友善的扶輪

人。此為扶輪社員進入扶輪社最重要的目的 (見扶輪宗旨前言)。如果全世界的每

一個扶輪社員都具有職業道德、扶輪精神、四大考驗(尤其誠實)、又會關心別人

站在別人的立場設想，成為社會的模範。再以扶輪社員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影響力，

影響扶輪以外的人(包括同業及社區居民等)，如果社會上人人(包括政治人物)都

具有扶輪精神、職業道德、誠實做人、和睦相處、誠實做生意，即交易安全，政

治安定，乃至世界和平。豈不成為一股強有力安定國家社會及世界和平的力量嗎？

不就變成和諧、美麗的人間天堂嗎？這才是扶輪真正的目的及途徑。 

    扶輪社員不是靠扶輪提高自己的聲望，是扶輪靠扶輪社員提高扶輪的聲望。

這才是真正的扶輪。以上是 23-34 號決議及扶輪宗旨的內涵。尤其是 23-34 號 決

議是扶輪的原理及價值，也是扶輪的原點。此與一般社團完全不同。外界對於扶

輪社員及扶輪社之肯定及尊敬其原因亦在此。        ~摘錄自《扶輪知識集錦》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0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20 名                     

    出 席 率:…………72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Barcode、Civil、 
Fire、Hunter、Jerry、Look、Land、 
Michael、Nicky、Page、Paper、 
PinJer、Pro、Rick、Risen、 
Whole、Owa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achine、Thermo 
Yico、Cable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anker、Case、Manpower、Panray、 
Paul、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Michael 社長    三峽北大菁英社 
     CarolChiang 秘書三峽北大菁英社 
     P.N.Davidlaw   三峽北大菁英社 
     Avery、David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Freda、House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Jennifer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Joyce、Kira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Lenny、Marc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May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楊漢斌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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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3 次例會 
◆ 下午一時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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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韓國峰潭社社友

們；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Michael 社長、秘書 Carol 
Chiang、P.N.Davidlaw、社友 Avery、David、Freda、House、Jennifer、Joyce、
Kira、Lenny、Marc、May、楊漢斌建築師事務所 楊漢斌先生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
們。 

1. 本週壽星：P.P.Land、，Accountant 社友、Braht 社友、Look 社友、Rick、C.P.Yico
夫人張佳美小姐、P.P.Spring 夫人褚阿杏小姐、P.P.Land 夫人何淑卿小姐，祝福
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Valve 與郭淑珍夫人結婚 37 週年紀念、Banker 社友與夏慧雯夫人
結婚 16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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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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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ve 1,000 
3. P.P.Spring 1,000 4. P.P.Chiang Ji 1,000 
5. P.N.Designer 1,000 6.  社友 Andy 1,000 
7. 社友 Braht 1,000 8. 社友 Jaysjinnet 1,000 
9. 社友 Jimmy 1,000 10. 社友 Ray 1,000 
11. 社友 Tim 1,000 12. 社友 Trading 1,000 

小計：15,000 

承上期：333,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公益網講師 Importer 社友 
講題：舊愛變新歡  一指行善天下 
現任：新吉有限公司 總經理 
      劉興欽工作室 品牌行銷總監 
扶輪經歷： 
※ 2010-2011 年度 入社 
※ 2011-2012 年度 聯誼主委 
※ 2012-2013 年度 扶輪家庭寶眷委

員會主委 
※ 2013-2014 年度 秘書 
※ 2014-2015 年度 節目主委 
※ 2015-2016 年度 社區發展副主委 
※ 2016-2017 年度 社區發展主委 
※ 2017-2018 年度社區發展副主委 

 
下週節目~新北市第 4.7 分區聯

合登山暨清潔日活動 
日期：11 月 26 日(星期日) AM8:0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流程： 
08：30~09：00 集合(領帽子.毛巾.水) 

09：00~11：30 森林浴、泡湯(自費 250) 

11：30~14：00 用餐、摸彩活動 

☆ 歡迎各位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踴
躍參加！ 

 
下下週節目~職業分享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四) 
講師：Trading 社友 
講題：Trading 的過去與未來 
 

                                                                                             社⻑：鄭其發 CNC  秘書：陳瑞光 Panray  糾察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社刊主委：李清崑 Ball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Chris 社友(72.11.19)  
Civil 社友(62.11.16)  
Green 社友(52.11.20) 
Fire 社友(71.11.26) 

P.P.Ball 夫人鄭月娥(44.11.17) 
Cable 社友夫人林采璇(64.11.27) 
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62.11.29) 

祝福您們週年快樂~ 

Tim 社友與楊韶菁夫人 

21 週年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