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31 日   第 1261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下午六時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社友 Dental 尊翁吳政諴先生、社長
P.P.Wood 尊堂黃何碧玉女士、社友 Kevin 尊
堂蔡蘇數女士，以及社友公子、千金們蒞臨
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Dental 社友、Bright 社友生
日快樂! 
祝福秘書P.P.Tea、社友Gary結婚週年快樂!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頒發父親節紀念
品，予社友 Dental 尊翁吳政諴先生，敬祝
全天下的父親們身體健康、佳節愉快。 

 秘書 P.P.Tea 報告： 
(4) 八月六日，下週六例會，扶青團團員

將回母社祝福各位UNCLE父親節快樂。 
(5) 八月六日，下週六例會，將舉辦社區

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活動。 
(6) YEP 接待講習會，謹訂於八月六日(星

期六)上午十時假宜蘭大學行政大樓
萬斌廳舉行。敬請參加人員準時撥冗
出席，不克出席者請安排代理人員出
席。 

(7) 八月十三日(星期六)例會為地區總監
ANDY 公式訪問，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務
必撥冗出席例會並穿著西裝、搭配
ANDY 總監致贈之領帶出席。 

(8)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考上高中、
專科、大學、研究所者，請告知余 s，
社內將在8/28慶祝中秋節晚會假永饌
樓餐廳舉行時頒發獎學金、紀念品。 

 去年度(第廿四屆)本社社員淨成長達
20%，因此 P.D.G.Victor 致贈每位推薦人
油 票 。 感 謝 P.P.Jack 、 P.P.Eric 、
I.P.P.AL、Sunny、Power，去年度因為您
們的努力讓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員人數倍
增，也感謝去年度社員主委 Roberta 的付
出，帶動社友積極介紹優秀人材入社。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頒發七~八月份夫

人生日禮券，敬祝各位社友夫人青春永駐。 

第廿五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一○○年八月六日出版 2011/Aug/6 Vol.25 No.6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貧困孩童 

姓名 年齡 鄉鎮 就讀學校 性別 近況 

蔡順吉 17 南投縣 

南投巿 

大德商工 

餐飲科 

男 就讀餐飲科的順吉，已取得中餐丙級證照，課業成

績均能維持在中等。順吉亦是排球校隊的成員之

一，四月初到屏東參加全國排球聯賽，獲得第二名

殊榮。假日返家有時會到餐廳打工賺取生活費，是

個勤儉、懂事的孩子，暑假將留校參加球隊的集訓。

蔡旻軒 17 南投縣 

埔里鎮 

埔里高工 

機械繪圖科 

男 旻軒母親依然在香菇寮工作，姊姊在北部就讀大

學，為了先適應大學生活沒有去打工，旻軒前陣子

假日有去雞排攤販打工，因工作時間較晚所以沒有

做了。 

許姜太懿 13 南投縣 

仁愛鄉 

仁愛國中 女 太懿的父親罹患食道癌，家庭經濟重擔落在媽媽身

上，目前太懿的 3 位兄姐已從學校畢業，因而減輕

媽媽的負擔，太懿目前已從小學畢業，即將就讀國

中一年級。 

林瑋煦 12 南投縣 

仁愛鄉 

育英國小 男 瑋煦的父親過世後，由祖父母照顧扶養，哥哥則由

姑姑協助照顧，由於祖父母年事已高，姑姑遂將瑋

煦接至埔里就近照顧，目前即將升上國小六年級。

林子蓉 17 新北市 

板橋區 

醒吾科技學院

財務管理科 

女 家扶中心擔任志工，至母親工作地點協助母親。 

張 翊 18 新北市 

三峽區 

復興高職 

廣告設計科 

女 目前升高三，計畫在暑假補習，準備明年的統測和

獨招，希望能考取相關科系的科技大學。 

吳啟菖 22 臺北市 

北投區 

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 

男 啟菖考上雲科大的研究所，暑假會留在學校做實驗

簡郁真 20 宜蘭縣 

宜蘭巿 

新生醫護管理

二專幼保科 

女 郁真要繼續升學二技，但尚未得知學校。郁真的膝

蓋仍不能從事劇烈活動，平時在學校幫老師做工讀

貼補學費。 

林子安 18 新北市 

板橋區 

升大一 男 子安高職畢業，目前等待登記分發學校，將參與家

扶中心大專工讀計畫。 

楊淨 19 新北市 

新店區 

松山商職 女 淨伃個性率直、天生樂觀，熱心公務，樂於和同學

分工合作，目前正積極努力準備七月份大考，期待

可以順利考取理想的大學。淨伃的媽媽持續從事居

家清潔工作，態度勤奮認真；弟弟就讀高職一年級，

腸胃狀況不佳，經常就醫；大妹就讀國中一年級，

學習態度積極，每週六參與家扶課輔；就讀小四的

小妹天真可愛，喜歡畫畫，是家中的開心果。 

潘馨瑜 19 新北市 

烏來區 

耕莘護校 女 馨瑜乖巧懂事，學校已經放暑假，馨瑜成績維持中

等，專業科目佳，普通科目較弱，四年級開始全是

專業科目，馨瑜有把握成績會愈來愈好。暑假期間

會在家裡照顧奶奶，因為奶奶身體不好，一眼視力

全盲，另一隻眼睛也看不大清楚，所以要防止她跌

倒。 

馮至筌 5 新北市 

中和區 

自強附幼大班 男 至筌今年將從中班畢業,暑假過後會讀大班。中心有

提供營養奶粉與麥精和許多玩具,來滿足至筌發展

上的需求。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時間：7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 

 

 

 

 

 

 

 

 

 

 

   祝 Dental 尊翁吳政諴先生佳節愉快              P.D.G.Victor 頒發油票予 I.P.P.AL 油票 

 

 

 

 

 

 

 

 

 

 

    

  社長 P.P.Wood 頒發七~八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爐主社長 P.P.Wood 宴請全體社友寶眷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救難器材暨表揚優秀志工 
時間：8月 7日(星期日)09:00 

地點：三峽大阪根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兒少年權益大型宣導活動 
藉由大型舞蹈表演，教育社會大眾重視「毒品」、「兒少性交易」對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時    間：8月 7日(星期日)14:30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主辦單位：松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社 

 
3480、3490、3500、3520 歡迎 RI 社長當選人田中作次伉儷蒞台晚宴 

時    間：8月 19 日(星期五) 

17:30 註冊聯誼，18:20 扶輪歌唱，18:30 鳴鐘開會 

地    點：台北晶華酒店三樓 

參加人員：謝堂誠 



本週節目 

八月六日 

第 1262 次例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社友 

 主  講  者：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教授兼主任 陳文山先生 

 講      題：台灣的斷層與地震-大台北都 

會區的地質環境 
 

下週節目 

八月十三日 

第 1263 次例會 

【地區總監蕭慶淋 Andy 蒞臨訪問】 

11:00 會晤社長 Wood、秘書 Tea、社長當選人 

Land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Hero、Smile、Tony、 

Eric、Land 

會計 Jason、職業主委 Dental、社區主 

委 Sunny、國際主委 Stock、新世代主 

委 Trading 

12:30 餐敍 

13:00 鳴鐘開會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 

「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贈

之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偉信社友(08.0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曾百麒社友(08.08)18 年 

 蔡宗原社友(08.12)2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7月31日   第126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48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ank、Jerry、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 
 

板橋社及其所輔導聯合例會 

時間：8月 21 日(星期日) 

地點：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程序：12:00 午餐-8 樓喜宴軒享用便當 

註冊-507 會議室 

          13:00 鳴鐘開會 

主講：臺北縣立自強國中 李永旭校長 

講題：社會永續發展的核心-品德教育 

備註：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 

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板橋扶青 

團。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YEP) 

Inboud 學生歡迎會 

時    間：9月 4日(星期日) 

09:00 報到聯誼 

10:00 開會 

16:40 閉會 

參加人員：Inboud 交換學生 

接待家庭 Masa、Stock、邱顯忠 

YEP 顧問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