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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9~2020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
扶 輪 社 第 一 次 社 長 、 秘 書 聯 合 會 議 記 錄

捐贈鶯歌家扶中心

時間：2019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5:00 報到 5:30 開會

地點: 鶯歌區國慶街115巷22號

地點：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

應出席人員:

主席：大漢溪社社長：Cable

、

新北市和平社社長：Hebe
紀錄：大漢溪社秘書：Golden
新北市和平社秘書：Uni

土城山櫻社社長：Joan

、

三峽北大菁英社社長 Jennifer

、

土城山櫻社秘書：Linys

、

三峽北大菁英社秘書:Marc

日期：8月16日(星期五) 上午10:00

案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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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榮社、土城中央社。
說 明：擬定 108 年 11 月 16 日(六)，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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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新北市第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提案人：土城中央社、樹林芳園社。
說 明：預訂 10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經費 5,000/社，報
名費：500 元/人，邀請社長、秘書、AG、DVS 用餐，社友用餐 500 元/人，爰
往例：AG 各贊助 20,000 元、DVS 各贊助 10,0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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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社、土城山櫻社。
說 明：擬定 109 年 3 月 5 日(四)。
決 議：照案通過，例會地點:新莊典華，時間:中午 11:30 報到、12:00 用餐、13:00 準
時開會。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6：50 主席宣佈散會。

日期：8月18日(星期日) 上午9:30
地點: 三峽區插角里80號

P. Trading伉儷、S.James、P.P. Case、
P.E.Green、Rtn. Ironman、Tile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四、七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提案人:三峽社、鶯歌社、北大光榮社、國際網路社。
說 明：擬定 108 年 10 月 22 日(二)，16:00 報到、16:30 開會，地點:北大光榮社社館。
決 議：下午 3:00 報到、3:30-4:30 開會。

捐贈紅十字會水安隊假日防溺勤務
觀摩及志工表揚活動

應出席人員:
P. Trading伉儷、S.James、P.P. Scuba伉儷、
P.P.CNC伉儷、P.E.Green、Rtn. Ironman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扶輪小學堂知識分享
創社社長任不滿一年是完整任期嗎？
所有扶輪職務的任期均始自年度的七月一日，而終於六月三十日。
這其中創社社長是可以例外的。因為創社授證的日期未必會恰好在年度開始的七月
一日。若在上半年內，因創社社長的任期已超過六個月，因此被認定為「符合完整
任期」。但若在下半年內，則創社社長須在次一年度再任滿一年，才符合完整任期
規定。所以我們是不是應對在下半年度授證的創社社長們，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意。
※

出處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18-19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感謝社長伉儷準備蛋糕、櫻桃、鳳梨酥、水梨
感謝 A.G.Building 伉儷準備芒果、芭樂
感謝 PP PVC 伉儷準備龜苓膏
感謝 PP Ball 伉儷準備秋葵
感謝 PP Case 伉儷準備秋葵、地瓜及白木耳紅棗蓮子湯
感謝 Alumi 社友伉儷準備兩盆手作花盆、芭樂
感謝 Ironman 社友伉儷準備芝麻條
感謝 Printer 社友伉儷準備韓式冬粉、泰式涼拌海鮮
感謝 Quba 社友伉儷準備牛軋糖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祝福您~生日快樂

Camera 社友與夫人吳玟諭女士
結婚 20 週年

I.P.P. Designer 夫人洪美繁女士
(08.18)

例會事項報告

8月8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4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24 名
出 席 率:…………63%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ch、Banker、Barcode、Bill、Civil、
CK、Connector、Fire、Importer、Jason
Jaysjinnet、Jerry、Jimmy、Look、Ray、
Machine、Page、Paul、Printer、Sake、
Scuba、Stone、Tim、House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ccountant、Green
四、免計出席
Hoist
五、補出席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 Audio 伉儷
五工扶輪社
D.S. William 伉儷
五工扶輪社
P.P. Win 伉儷
五工扶輪社
D.V.S. Yuh
土城山櫻扶輪社
C.P. Am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e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Apple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本週節目
日 期:8 月 15 日(星期四)
講 師:楊世凡
講 題:生活要紓壓，人生會減壓
 現職:
國立空中大學 兼任講師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州州立大學
（密耳瓦基分校）都市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英語系學士
 經歷:
文化大學/新聞系及大眾傳播系講師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電科講師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及社會科學系講師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東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企業大學「老闆娘學院」講師
輔仁大學城區部推廣教育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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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5 次例會~3490 地區總監團隊蒞臨公式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Trad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聯誼活動由 Human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今日講師:D.G. Audio、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3490 地區總監 D.G. Audio 伉儷、地區秘書長 D.S. William 伉儷、
地區公關長 P.P. Win 伉儷 、地區年度計劃捐獻小組委員會主委 C.P. Amy、第七分區
地區副秘書 D.V.S. Yuh、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ena、Apple 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James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Stev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4,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Trading
3,000
2. D.G.Audio 團隊 5,000 3.
A.G.Building 1,000
4. D.V.S. Yuh
1,000
5. C.P.Yico
3,000 6.
P.P.Bicycle
1,000
7. P.P.PVC
1,000
8. P.P.Ball
1,000 9.
P.P.Plastics
1,000
12.
10. P.P.Case
1,000 11. P.P.Thermo
1,000
P.P.Chiang Ji
1,000
15.
13. P.P.Spring
1,000 14. P.P.Valve
1,000
P.P.CNC
1,000
18.
16. I.P.P.Designer 1,000 17. P.E.Green
1,000
秘書 James
1,000
社友
Alumi
21.
19.
1,000 20. 社友 CAM
1,000
社友 Ginseng 1,000
22. 社友 HPO
1,000 23. 社友 Ironman
1,000 24. 社友 Quba
2,000
25. 社友 Tile
1,000
小計：34,000 元
承上期：163,200 元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會

下週節目-歡迎新北城星社蒞臨訪問
日 期:8 月 22 日(星期四)
講 師:鄭展發
講 題:人際關係-打開「心」生活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