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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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合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2017年 12月 16日【星期六】下午 5:00報到 5:30開會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三、主席：土 城 社     社長：Stock      大漢溪社     社長：Lawyer 
          新北市和平社 社長：Zona       新北城星社   社長：Eiko 
    紀錄：土 城 社     秘書：Johnson    大漢溪社     秘書：Laser 
          新北市和平社 秘書：Hebe       新北城星社   秘書：Evan        
四、出席：略      五、列席：略 
六、土城社社長 Stock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土城社社長：Stock  致詞: 

大家晚安！大家好！因為我們的時間很難排，好不容易排到今天，當時的想
法很天真，想說這裡是捷運站旁邊因該很好到，沒想到今天開車的塞得很厲害，
坐捷運擠不上去，以後大家學習約在一個偏僻的地方；一任的社長一任的秘書一
輩子的友誼，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未來我們是永遠的同學，所以，一年一年要想
辦法維持下去，我是覺得說現階段已經經過了半年，但我覺得未來半年我們還想
做事，很多東西是可以創新的，所以才選擇餐廳吃飯，可以在餐廳慢慢聊，未來
半年我們要腦力激盪，我們要繼續做的更好，最後一點說我的期許，未來有同學
可以當總監，希望這天早點來臨。 
    <二>大漢溪社社長: Lawyer 致詞: 

大家晚安！大家好！很快喔~已經半年了，已經到高峰要慢慢下來了，但是還
有很多的聯合社區服務和活動，還有很多活動大家要共同參與，在這希望我們今
天的議程可以順利，如有什麼活動請趕快提出來討論。 
  <三>新北市和平社社長：Zona   致詞:  

大家好！大家晚安！板橋真是個好的方，我家離這其實只有 10分鐘的車程，
卻花了 300 塊的車錢，祝大家今天用餐愉快，謝謝。 
  <四>新北城星社社長：Eiko   致詞:  

大家好！先跟各位抱歉！上次因為個人的私人行程，所以，第二次的會議沒
有辦法出席。今天還有部分的人還在趕捷運的、塞車的，像我這種趕飛機的就不
會遲到，因為今天剛下飛機，4:50沒有塞車就到了，因為我最近的私人行程比較
忙，很多活動無法出席先跟大家抱歉，這次是新北城星社第一次輪值到當主席，
所以，在忙再遠都排開行程參與，希望今天的會議能一切順利、圓滿，大家用餐
愉快，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East     致詞：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相信最近各社因該都已經在選新的社長，一定都相當

圓滿，我感覺的這一屆的同學都合作無間相當好，是非常好的團隊，其實一任的
社長，終身都是好朋友，沒有太多的爭吵，看到別人在磨合的時候，就覺得我們
非常好，感覺自己很好運，可以跟大家做同學。第四分區九社的總監公訪我都有
到，都想當的圓滿，總監都非常滿意，沒什麼要求都是鼓勵，希望可以照總監的
願望達到他想要的，最後祝福大家社運昌榮，我們往後的時間都相當的暢順，感
謝大家。 

<二>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Thermo 致詞： 
首先非常抱歉！土城中央社今天因為有韓國的扶輪社來訪，社長 CNC和 CP Amy剛
才有打電話來說今天沒辦法出席；我說：「你們放心我在一個禮拜前就有準備，知
道你們沒有辦法來」；扶輪是這樣子的，不只是地區的扶輪，還是世界的扶輪，    
我分享一下，扶輪是一個世界扶輪的大家庭，大家都在享受扶輪社，這半年來我
有發掘到，在座各位的社長你們真的都很棒！這半年來的成果和各方面，比我在
2008-09年時好很多了，也有蠻有計畫的，我發現到原來其實大家都是我的扶輪老
師，我是覺得做的還蠻不錯的；看到大家的夢想也飛出去了，好幾千顆的氣球飛
上天空，非常恭喜各位，除了扶輪工作要做身體也要顧！謝謝各位，祝我們今天
開會成功。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舉辦時間、地點，提

請討論。 
提案人: 樹林社、土城山櫻社、三峽北大菁英社、新北國際網路社 
說  明：預訂 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地點另行通知。             。 
決  議：照案通過。下一屆的社長、秘書都要參加。 
案由二：第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費用(如附表)餘額 240元擬轉至第四、七分

區社長、秘書聯合會議使用，提請討論。下一次如有多餘的費用，請不
要用在社秘會議上，因為這是社內的錢，不是我們會議的錢。 

提案人：土城山櫻社社長 Karen     
說  明：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三鶯部落，幸福滿屋，百年樹人，改善世界植樹活動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人：新北世界社社長 Athena     
說  明：請參閱附件。  
決  議：因為土城中央社的社長 CNC和土城東區社社長 Stainless 也有植樹活動

計畫，他們今天社裡有活動不能來，待討論過再做決議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原訂 107年 3月 14日(星期三)，因第四分 
        區舉辦全球獎助金-泰國醫療捐贈活動及配合總監團隊行程(107年 3月 
        12日-3月 16日)，故更改至 107年 3月 21日(星期三)召開。 
說  明：樹林社社長 Ethan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點亮星空˙照亮星望」公益園遊會，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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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01月 27日(六) 上午 9:30~15:30，地點：新北市樹林高級 
        中學(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 8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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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社自由認捐園遊卷。 
案由三：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會是否要要約第二分區一起舉行，提請 
        討論。 
說  明：上一個年度就有提出此問題，因為都沒有後續的處理，希望於第二分區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合會議前能有一個答覆，讓第二分區可以討論。 
決  議：由下次會議時提出討論。 
十一、報告事項： 
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扶輪知識研習會。 
說  明：為增進第四、七分區各友社間的聯誼並讓社友再次吸收扶輪知識，特舉 
        辦『扶輪知識研習會』，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每社 10 名)。時間： 
        107年 1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8:30 報到上午 9:00至 11:30開會，地點： 
        台北大學（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社科大樓 B01室。 
二：「光耀之響樂」2018台日扶輪之友愛慈善音樂會。 
說  明：台灣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與日本東京御苑扶輪社締盟有好兩年，兩社互 
        動情誼甚為美好，心中思想著除友好聯誼，兩社一定可以藉著國際服務 
        來促進交流：於是在日本東京御苑扶輪社創社社長，也是日本知名製作 
        人暨詞曲創作者黑岩行的提議下，有了音樂傳愛的發想，而且就先在台 
        灣起行，以饗台灣長期對日本的厚愛與重大災難的伸出援手……。 
        時間：107年 1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7:00~9:00，地點：新北市政府多 
        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3樓) 
十二、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12月 21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名     
   出席人數:…………35名                 
    出國人數:………… 4名                  
    免計出席人數:…… 1名                  

補出席人數:………12名         
缺席人數:…………23名                     

    出 席 率:…………68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Barcode、Civil、Fire 
Jerry、Jimmy、Land、Look、Machine 
Michael、Nicky、Page、PinJer、 
Printer、Quba、Rick、Risen、Tim 
CK、Chris、Owan、Arch、Media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Valve、Cable、Tile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ex、Andy、Banker、Case、 
Connector、Hunter、Jaysjinnet、 
Paper、Paul、Ray、Yico、Jason、 
Ironman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舒國文 先生            講師 
   輔導主委 PP.Top    土城扶輪社 
   社長 Stock         土城扶輪社 
   秘書 Johnson       土城扶輪社 
   P.P.Cut           土城扶輪社 
   P.P.Talking       土城扶輪社 
   P.P.Insurance     土城扶輪社 
   P.P.Sugar         土城扶輪社 
   P.E.Land          土城扶輪社 
   社友 Alumin       土城扶輪社 
   社友 Chemical     土城扶輪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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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80次例會 

◆ 下午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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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國文 老師；接下

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輔導主委 P.P.Top、土城扶輪社 社長 Stock、秘書 Johnson、
P.P.Cut、P.P.Talking、P.P.Insurance、P.P.Sugar、P.E.Land、社友 Alumin、
Chemial以及今日出席之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Hardware前社長何仁傑、Jason 社友夫人李幸笛、HPO社友夫人 
        黃寶蓮，祝福您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Green與張榮慧夫人結婚 26周年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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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1,000 

3. P.P.Ball 1,000 4. P.P.Thermo 1,000 

5. P.P.Spring 1,000 6.  P.P.Chiang Ji 1,000 

7. P.E.Designer 1,000 8. P.N.Trading 1,000 

9. 秘書 Panray 1,000 10. 社友 Auto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社友 Pro 1,000 

13. 輔導主委 P.P.Top 1,000 14.   

小計：15,000 

承上期：410,500元 

 

                                                                                             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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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週年快樂 

P.P.Land 與何淑卿夫人結婚 21 周年紀念 

Machine 與黎詠詩夫人結婚 11 周年紀念 

Ocean 與李欣芳夫人結婚 14 周年紀念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D.V.S.Thermo 前社長 (39.01.02) 

Barcode 社友 (62.12.31) 

PinJer 社友 (56.01.01) 

P.P.Manpower 夫人何雲泖(36.01.01) 

 

本週節目 
講師：王登福 先生 

講題：創意翻轉人生 

現任：全國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經歷： 

＊ 發明王專利事務所所長 

＊ 受聘台灣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級專

家 

＊ 全球華人詩詞對聯比賽兩屆冠軍

一屆亞軍 

＊ 榮頒十大傑出青年科技類出類拔

萃獎 

＊ 榮獲英國倫敦科學展多項冠亞軍 

＊ 榮獲瑞士第二十五屆屆發明比賽 

多項金牌、銀牌、銅牌 

＊ 榮獲全國十大傑出發明家 

＊ 榮獲『中華民國 總統』召見表揚 

＊ 台北市發明協會榮譽理事長 

＊ 106年獲聘為全國反毒大使 

＊ 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總團長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臨時理事會

議，請理事們留步開會！ 
 

下週節目 
日期：1 月 4 日(星期四) 

講師：湯尼陳 先生 

講題：網路直播商機與經營之道  
 
 
 
 

                                                                                             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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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