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松柏社會訊

104.08.01

社務報告
一、送走成果豐碩的舊學年，新的學年即將開始，大直高中在 李校長世文的領導下，堅
強的校園行政團隊呈現高效率與和諧的氣象，以下是新學年一級主管的名單：
秘
書：林芸欣 教務主任：郭建誠 學務主任：楊全琮 主任輔導教師：吳姿瑩
總務主任：楊雯仙 主任教官：陳志明 會計主任：陳麗美 圖書館主任： 魏仲良
人事主任：陳國捷 國中部主任：陳怡靜
退休人員相關業務承辦人：張貴雲 25334017 分機：162
二、本年度新社務團隊大致延續前一年，除了王貞蓉老師因孝親而懇辭出納工作(仍在幕後
提供許多協助)，大家將繼續秉持歷任團隊的熱忱與關懷，繼續為大家服務，感謝他們
的無私奉獻，也感謝許多社員踴躍參與松柏社各項活動，一則藉機舒活舒活筋骨，可
收延年益壽之效；再則趁機會會老友，彼此敘舊聯誼一番，還可拋開惱人的凡務俗事，
開開心心、輕輕鬆鬆地度過美好快樂的時光。
三、社費一覽
日期
金額
103/07/31
移交 56167
103/08/01~104/7/30 截稿
+3930
總結餘
60097
四、 每年一度的迎新與敘舊餐會擬於 104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舉行(詳情見下文)，期盼
各位老友、新知踴躍參加，共享歡聚時光。歡迎陳維真老師、周傳榮老師、何志清組
長三位剛退休夥伴加入我們的行列。
五、此次迎新與敘舊餐會將選出下任松柏社會長，為使候選人能夠順利產生，大家可於 8/31
前利用通訊方式向陳金山老師或盧成惠老師提出您的人選。
六、 本年度會員通訊錄將在 9 月 16 日餐會上，再一次確認地址、電話、Email、Line ID， (請
盡量填寫 Line ID <從手機 line/設定/我的帳號可以找到自己的 ID> ，為環保考量，將來
儘可能會以 Line 通知會員 )。會員如欲轉達新訊息，也歡迎與陳金山老師 (Line ID :
sf5999) 或盧成惠老師（2799-7057 、0932-303286、julielu0623@gmail.com）聯繫。
七、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本年度會員通訊錄循往例不會廣發人手一冊，舊會員若有需要，
請於用餐當天另行登記，以便會後以 Email 寄發。
八、 松柏社網址仍為 http://stublog.dcsh.tp.edu.tw/evergreen/，所有訊息與活動照片皆於第一時
間公布於此，請多加利用。(每一期會訊也都可以在網站上找到)
九、 104 學年度上半年活動規劃如下：
年/月

活動內容

交通方式

費用

104/09/16

松柏社會員大會暨迎新與敘舊餐會

自行前往

詳見活動說明

遊覽車

700

公車或開車

300

104/10/28 宜蘭松羅步道、泰雅生活館、金車酒堡、咖啡館、蘭花園ㄧ日遊
狗殷勤步道水圳、圳仔頭溪自然園區、禾豐餐廳年終歡聚
105/01/13

附表 1：

104 學年度社務團隊
職 務

姓 名

電 話

手 機

會長

陳金山

2532-4763

0952-124638

sf@tp.edu.tw

秘書

盧成惠

2799-7057

0932-303286

julielu0623@gmail.com

呂理景

2533-2911

0933-894049

陳文鴻

2595-1484

0952-022052

文書組&出納

姜蜀龍

8509-7240

0933-348902

3308818@so-net.net.tw

攝影組

周素霞
黃素英

2533-5248
2532-1358

0952-789965
0987-387465

hung0401@ms9.hinet.net
sue25321358@yahoo.com.tw

活動組

附表 2：

104 學年度會員分組表
組別

一
14 人

二
14 人

三
14 人

四
14 人

五
13 人

六
13 人

七
13 人

八
14 人

九
12 人

十
11 人

組

長

詹秀霞
2532-8164
0952-069400
陳文鴻
2595-1484
0952-022052
郭思湘
2533-0454
0952-389381
彭淑湘
2533-6577
0914-168767
楊 玲
2627-2281
0916-963112
呂理景
2533-2911
0933-894049
林芙媚
2792-4381
0960-779127
蔣幸珠
2659-2466
0926772728
鄭玉蘭
2532-4143
0928-116428
蔣玉芳
2339-5658
0933-712952

Email

合計：132 人
組

2015.08.01

員

彭秀玉、楊阿順、蘇麗玉、陳嗣弘、游淑貞、黃以蓉、
陳桂馨、欒純娥、廖哲男、王財發、傅清標、傅琇桃、
邱明珠
林貞華、李正軒、王貴英、林豊松、邱紹宗、林大吉、
許麗惠、黃煥珍、施慧明、洪俊常、游顯彰、賴張効、
方美連
林千鶴、戴雪卿、林初江、劉舒蘊、黃復華、陳雪玉、
羅雪卿、王貞蓉、陳秀敏、楊學碩、林芬華、曹益華、
陳英芬、
張淑玲、周素霞、曾惠卿、王淑明、游雅慧、林丹雲、
張麗美、黃素英、向明光、鄭麗月、賴錦文、廖水株、
蔡峰雪
蘇連瑞、何達江、簡鳳嬌、陳愛麗、鄒吾彥、沈麗民、
謝芳芳、黃慰安、戴美珠、張新瑜、高重煇、錢煥欽
趙靜妹、盧月鳳、鄭文達、張西村、張秀玲、謝喜松、
陳秀娟、田怡方、龔淑慧、鄭碧娥、陳進雄、惠沁宜
池玉鶴、張也也、呂博平、周建正、程春發、徐玉金、
蔡知真、李瓊珠、張文賢、姚淑貞、盧佩玲、唐育菁
詹益東、羅美智、楊錦堂、梁 裕、董祿田、徐月琴、
史習樂、鄭秋雲、歐秀香、丁金吉、郭麗珠、宋瑞珍、
蘇珣珣
黃文振、劉緒森、翁麗華、羅 紳、陳松齡、樊淑芳、
趙素娟、楊駿華、傅修榮、李淑菁、陳維真
陳正邦、余 霖、邵忠雄、趙汝真、李尚濂、盧成惠、
姜蜀龍、陳金山、周傳榮、何志清

松柏社會員大會暨迎新與敘舊餐會
 時間：10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1：30 ~14：00
 餐廳：海霸王中山店 1 樓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59 號 (中山北路/民族東路口) (如地圖) 電話：(02)2596-3141
 費用：葷食:本校退休 200 元，非本校退休 350 元 ; 素食:本校退休 400 元，非本校退休 550 元。
(請於進入餐廳後交給姜蜀龍老師）
 報名：請於 8 月 29 日前向各小組組長報名（會員分組請參照附表 2），並請小組長彙整後，於 8 月 31
日前將名單回報給盧成惠老師（H）2799-7057 （手機）0932-303286，以便提前訂位。 為有效
掌控參加人數，參加者請事先報名，報名後也請務必出席。
備註：
1. 大會中將選出下任會長(任期自 105/08/01 至 107/07/31) 。
2. 民國 104 年度起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費審定為退休人員每 9 人 1210 元，並且須以 9 人或 9 人倍數方式組
團。每年松柏社會員大會聚餐符合申請文康活動費資格者，主辦人員將提供一次申請服務，請大家踴
躍參與這次活動，其他松柏社活動不再提供申請服務（因限制很多，難達標準）。
3. 今年尚未申請補助款的會員，請別錯過這次的活動喔！（報名時請註明，以便主辦人員造冊後，向學
校申請補助款項）。
4. 符合以下三項條件者具備本次活動申請補助款資格：
a. 退休當年任職於大直高中。
b. 今年（104.01.01 起至 104.09.10）尚未申請補助款者。
c. 用餐當日請參加者在團體活動照片中確實留影，以便於申請補助款。
5. 依據台北市立大直高中松柏社組織章程：新會員需繳交 1000 元入會費 ; 第一次參加迎新活動，餐敘
費用由松柏社基金支付。
6. 交通資訊：

宜蘭松羅步道、泰雅生活館、金車酒堡、咖啡館、蘭花園ㄧ日遊
◎日期：104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三
◎集合地點：大直高中校門口（上午 7：50 開始上車入座；8:00 準時發車）
◎預定行程：
07:50～08:00 大直高中集合後準時發車 (早餐請自理)
10:00～12:20 分兩組
甲(休閒組)：松羅步道輕吸芬多精，欣賞自然美景，11:00 乘遊覽車到附近泰雅生
活館參觀，聽導覽解說泰雅族同胞生活，穿泰雅族傳統服飾留影。
乙(挑戰組)：收小腹、跨大步盡享松羅步道自然美景，無盡芬多精任您大口吸；12:10
乘遊覽車到泰雅生活館。
12:20～13:30 田媽泰雅風味餐廳午餐
14:00～16:00 金車威士忌酒廠+酒堡伯朗咖啡館; 簡報 15 分鐘，導覽 25 分鐘後，可
以在舒適寬敞的空間買些伴手禮，或三五成群在咖啡館內喝咖啡聊是
非，也有免費試飲的佳釀
16:10～16:50 金車員山蘭花園：帶著咖啡與酒香感受蘭花園內千姿百態的美麗吧！
16:50～18:20 發車返回大直高中 (晚餐請自理)
◎旅遊費用：每人 700 元。（含車資、過路費、駕駛服務費、旅遊保險、午餐，休閒組 65 歲以下者參觀泰雅
生活館自付 40 元門票）

◎聯絡人：盧成惠老師（電話: 2799-7057，0932-303286）呂理景老師（電話：2533-2911，0933-894049）
◎備註：
 為確定本次的聚會活動，請於 9 月 25 日(星期五)前向各組小組長報名。煩請各組小組長於 9 月 28
日（星期一）前，以電話回報貴組有意參加人數及名單，以便統計人數，並順利接洽成行。
 若回報人數未達 30 人，本計畫將取消。
 報名程序：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至 12：00 將報名表及費用 700 元親自或委託他人
繳交至大直高中警衛室陳金山老師或盧成惠老師收受，或在 9 月 30 日 12：00 之前與聯絡人聯繫繳
費。
 為了大多數人的權益，繳費後恕不退費。
 本次活動以 41 人為上限，為維護本社會員權益，報名順位以本社會員及親屬為優先。
 活動當日請穿著輕便長褲服裝及運動鞋，注意防曬、防風或防雨，並依個人狀況自備私人物品及 乾
糧或飲水。
 65 歲以上長者、領身心障礙手冊者、,請務必攜帶證件, 泰雅生活館可享有免費優惠。
報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名

表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電話:
手機:
電話:
手機:

費用

餐飲

700 □葷

□素

700 □葷

□素

700 □葷

□素

狗殷勤步道水圳、圳仔頭溪自然園區、禾豐餐廳年終歡聚
◎ 日期：105 年 01 月 13 日 星期三
方案

甲

時間

08:00

集合地點

景點溫馨說明

至善國中校門口

由外雙溪故宮博物院通往公館里，並上達平等里的狗殷
勤古道，是昔日農民運送農作往返的一條古道。從尾崙
水圳路的入口至「公平橋」的菁礐溪取水口，路程約 1
小時，沿著水圳旁前行，兩地海拔落差僅 50 公尺， 因
此一路如履平地，走來相當輕鬆。淙淙水聲，一路相伴，
耳目怡悅，是一條極佳的踏青路線。但水圳之前與水圳
之後共約 300 公尺的爬坡，卻也是極大的挑戰，總路程
約 3 小時，體力無把握者須慎重考慮。
平等里原名為「坪頂莊」
，乃因居民眾集之地甚為平坦，
故名「坪頂」
，台灣光復後改名為「平等里」迄今。位於

乙

平等派出所門口

10:00

禾豐餐廳
丙

11:00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里平
菁街 42 巷 10 號
28623037

平菁街 67 巷的圳仔頭溪自然園區於 2014 年 7 月完工，
成為陽明山一處新秘境。圳仔頭地名是先民預定從此處
開鑿水源引水，後因水源不足而廢除，但居民皆以圳仔
頭為地名。溪畔「櫻花哲思散步道」沿途設有「步道」、
「歷史人文」及「詩詞」解說磚，饒富歷史典故與趣味
性，此段步道原路來回約 40 分鐘，是中午吃飯前最開
胃與最健康的活動。
「禾鋤聲聲迎日揚，豐登滿滿慰農勤」這是店名的含意
由來，店裡使用的菜蔬是餐廳親手栽種，希望大家吃到
的是這方土地孕育的、無農藥的、清甜的蔬菜原味。放
養山間的放山雞吃到的是兒時阿嬤手藝的回憶，而餐廳
廚師皆是有著數十年料理功力的師傅，保證大家吃到健
康與好味道。

 餐費：每人 300 元，於聚餐時繳交。(素食者可另外共點店內素食料理或炒青菜)
 參加甲案的社員，可以在大直搭乘公車棕 13(6~8 點，每 20 分鐘一班)在至善國中站下車。
 參加乙案或丙案的社員，可以相約開車共乘，或在捷運劍潭站搭乘公車 303(9:00、9:40、10:10、
10:40，乙案在平等里下車，丙案在倫仔尾下車)或小 19(9:20、10:20，乙、丙案在平等里下車)。
 花季時節禾豐餐廳中午客人很多，等菜的時間會比較久，且店家無法提供週到的服務，所以用
餐時間提早至 11:00。
 報名程序：請於 12 月 23 日(星期三)24：00 前，以電話或親自向盧成惠老師報名
(H)2799-7057

(手機)0932-303286。
親愛的朋友們，請報名和我們一起歡聚吧！

姓

名

請選擇參加方案

聯絡電話

餐飲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