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8 日   第 1265 次例會 

 

 下午六時，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本次例會為舉行「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
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假板橋永饌樓餐廳舉
行例會。 

 聯誼 Polo： 
歡迎 YEP 接待家庭邱顯忠先生、陳燕錡小姐、
YEP 來台學生松平嬉乃小姐、金榜題名學生郭
哲嘉先生、林伯峯先生、李儒奇先生、曾欣小
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Bank 夫人，生日快樂!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獎學
金、紀念品予本年度金榜題名之社友子女、孫
子女共五位，藉此祝福莘莘學子鵬程萬里。 

 秘書 P.P.Tea 報告： 

(1) 感謝副社長 P.P.Smile 致贈全體社友中

秋節月餅。 

(2) 社長P.P.Wood將於9月3日例會時致贈

全體社友柚子，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務必

出席例會。 

(3) 尚未繳納七-九月份社費、旅遊房間費

(雙人房 4600 元、三人房 6140 元、四人

房 6500 元)之社友，請於下次例會時攜

帶繳納。 

(4) 九月十七日「十七扶輪社聯合世界清潔

日」上午九時假三峽長福橋入口報到，

當日為準備早餐、打掃用具，敬請社友、

寶眷向余 s報名參加。 

*當日請穿著休閒服出席活動。 

*感謝社長夫人簡家秀女士致贈社內活 

動背心 100 件。 

*上午不克參加之社友，中午請前往板橋 

擔仔麵餐廳用餐。 

(5) 九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

餐廳二樓，請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P.P. 

Tony 公子、Picasso 千金結婚典禮。 

(6)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謹訂於十一月

十二日(星期六)-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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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舉行。請

年滿 18-30 歲之社友子女，踴躍報名參

加，每位報名費 5000 元。社內有編列二

萬元補助報名費。 

 P.P.Masa介紹YEP來台學生松平嬉乃小姐(中

文姓名：邱宥珣)，將在台灣居住一年學習本

國語言、文化，此次接待家庭共三個，接待

住宿時間約分為四個月，第一站為邱顯忠、

第二站為 P.P.Stock、第三站為本人。安排來

台學生松平嬉乃小姐，前往致理技術學院上

課。而本人孫子邱奕淳也已於八月十四日前

往巴西做交換學生。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頒發九月-十二月份

夫人生日禮券，敬祝各位社友夫人青春永駐。 

 感謝第二組爐主：Bank、Coach、Duval、

Dental、First、Herbert、James、Jerry、

Land、Masa 、Master、Power、Stock，準備

美味佳餚宴請全體社友寶眷。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9月 18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人員：黃文龍、吳振斌 

慶祝中秋節暨第二次爐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8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永饌樓餐廳 

 

 

 

 

 

 

 

 

 

恭喜 Bank 公子考上中山高中                 恭喜 P.P.Fuku 外孫林伯峯考上建國高中         

 

 

 

 

 

 

 

 

 

恭喜 P.P.George 孫子李儒奇改上建國高中           恭喜 Power 千金曾欣考上辭修高中             

 

 

 

 

 

 

 

 

 

感謝第二組爐主宴請                          歡迎來台 YEP 學生松平嬉乃小姐 



板橋東區扶輪社~秋季旅遊高雄金典飯店二日遊  

 
日期 內容 

09/24 

(星期六) 

07:40 板橋高鐵站入口處，集合領取來回車票、早餐、水果 

08:08 搭乘高鐵：預計搭乘 617 班次 08:08 板橋啟程→09:45 抵達台南 

10:00 開始二天的活動 

10:45-12:00 【奇美博物館】 

12:20-13:20 滿福海鮮餐廳享用美味午餐 

14:00-15:30 【搭膠筏遊台江】觀賞紅樹林、摸蛤仔體驗、看招潮蟹、彈塗魚 

16:40 【高雄金典酒店】 

18:00-20:00 飯店內享用晚餐、卡拉 OK (卡拉 OK 可使用到 21:30) 

20:30-21:30 自由參加【愛河】愛之船~漫遊愛河 

21:30 
自由使用飯店內設施-健身房、游泳池(每樣設施憑券限單次使用)、三溫暖(需

自費 300 元/1 人限單次使用)、飯店會員中心麻將(1 小時 500 元/1 間) 

09/25 

(星期日) 

07:30-10:00 
早上享用 39F 85 百匯栢麗廳自助餐廳提供的自助早餐 

※早餐時間：06:30-10:00 

10:00-11:30 自由參加【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 

11:50 辦理 check out-準備出發 

12:20-13:20 河邊海鮮餐廳享用美味午餐 

13:40-14:40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穿越城市的火車-高雄臨港線動態鐵道場景模型展

15:00-15:20 搭乘渡輪：鼓山前往旗津 

17:10-17:30 【旗津人力三輪車-旗津自行車踩風大道】 

16:40-17:10 搭乘渡輪：旗津前往鼓山 

17:50-18:50 浯江美食館享用美味晚餐 

19:10-19:30 前往高鐵左營站   

19:30 搭乘高鐵：高雄預計搭乘 242 班次 19:30 開車→20:58 抵達板橋 

【備註】：請穿著休閒服、運動鞋、攜帶拖帶、泳衣、泳帽、防曬用品、雨具。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面、紀念品乙份。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為培養具有領袖特質的優秀青年故舉辦 2 天 1 夜訓練課程，增進青年領導及管理才能。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13 日(星期日) 

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對象：18-30 歲優秀青年 

費用：每名 5000 元 

備註：報名截止至 9月 15 日止。 



本週節目 

九月三日 

第 126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程文金 

主  講  者：泰易豐集團 

董事長特別助理 蕭博文先生 

講      題：雲端運算 

 

下週節目 

九月十日 

第 1267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連續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 

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九月十七日 

第 1268 次例會 

為舉辦「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四、七分 

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世界清潔日」故經理事會 

決議提前至上午九時假三峽長福橋入口處舉 

行例會。 

【程序】：09:00 領取打掃工具、早餐  
09:30 開始打掃 
10:25 將垃圾拿到集合地 
10:30 介紹各社、主辦社致詞 
11:00 活動結束 
12:00 板橋擔仔麵餐廳用餐 
(上午不克參加之社友，中午請前往 
餐廳聚餐) 

【備註】：當日請穿著休閒服出席活動。 
          

節目預告 

九月二十四日 

第 1269 次例會 

秋季旅遊-高雄金典二日遊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8月28日   第1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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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Herbert、Jerry、Stainless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stic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08月28日     第1265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6,200

Duval 5,200 Toms 5,200
Master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221,800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09.07) 

謝鑫浩社友夫人(09.2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曾韋傑社友(09.09)1 年 

劉炳華前社長(09.10)28 年 

陳騰駿社友(09.18)40 年 

張宏陸社友(09.21)4 年 

陳偉信社友(09.28)25 年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 3日(星期六)13:00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人文大樓 8樓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林同義、葉進一 

 

YEP Inboud 學生歡迎會 
時間：9月 4日(星期日)09:00 報到聯誼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綜合大樓 8樓國際會議 

參加：松平嬉乃、Masa、Stock、邱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