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3 日   第 1266 次例會 

 

 社長出國由副社長 P.P.Smile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泰易豐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蕭博

文先生、社長夫人簡家秀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Justice、Aero 夫人、Investor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 Jerry、P.P.Stock、Handsome、Aero、

Toms，結婚週年快樂! 

 社長夫人簡家秀女士，代表社長 P.P.Wood 祝

福全體社友「中秋節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1) 感謝社長 P.P.Wood 致贈全體社友柚子。 

(2) 感謝土城社社友李國禎(PIO)致贈與會

社友每位果汁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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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友 Kevin 敬邀全體社友寶眷，參與威

鉅登廣告公司「中秋烤肉聯歡晚會」，

謹訂於九月九日(星期五)18:30-23:00

假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56 巷 26 號停車場

舉行。 

(6) 九月十日(星期六)例會，適逢中秋節連

續假日休會乙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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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九月二十四日，為秋季旅遊-高雄金典二

日遊，請參加社友、寶眷記得要攜帶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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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泳帽、拖鞋、防曬用品，最重要的是

當日早上 7:30 前請在板橋高鐵站入口處

集合領取車票。 

 P.P.Cathay 介紹主講者： 

姓名：蕭博文先生 

出生：45 年 4 月 3日 

學歷：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曾任：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中心資深研究 

員、台灣產業分析師專業協進會執行 

秘書、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 

動小組經理、工研院電通所工程師… 

等 

現任：泰易豐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台灣數 

位電視協會資深顧問、兩岸民間物聯 

網協進會籌備處秘書長、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資訊與通信標準審查委員 

榮譽：推動雙相投資(台商全球佈局)擴大產 

業布局推動、東亞重要產業分析研究 

機構之標竿研究、我國產業分析專業 

機構未來發展策略 

雲端運算 

 
 
 
 
 
 
 
 
 
 
 
 
 

泰易豐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 蕭博文先生 

雲端運算是繼1980年代大型電腦到用戶端-

伺服器的大轉變之後的又一種巨變。使用者不再

需要了解「雲端」中基礎設施的細節，不必具有

相應的專業知識，也無需直接進行控制。雲端運

算描述了一種基於網際網路的新的IT服務增

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透過網際網路來

提供動態易擴充功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的資

源。雲其實是網路、網際網路的一種比喻說法。

因為過去在圖中往往用雲端來表示電信網，後來

也用來表示網際網路和底層基礎設施的抽象。典

型的雲端運算提供商往往提供通用的網路業務

應用，可以透過瀏覽器等軟體或者其他Web服務

來存取，而軟體和資料都儲存在伺服器上。雲端

運算關鍵的要素，還包括個性化的使用者體驗。 

 副社長 P.P.Smile 代表全體社友致贈小社

旗、車馬費予蕭先生，感謝其詳細解說。 

 出席 Life、代表糾察 P.P.ENT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金額。 

 副社長 P.P.Smile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3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李榮鏗 

四、記錄：吳振斌 

五、出席：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 

張正鳴、陳嘉偉、謝堂誠、李榮鏗、 

林金結、劉炳華、邱仁賢、吳振斌、 

林同義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1 第 1270 次例會，「人生的經典旅

行」中國時報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趙政岷先生。  

        10/08 第 1271 次例會，適逢國慶日連續

假日休會乙次。 

        10/15 第 1272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

優良員工。 

        10/22 第 1273 次例會，「心肺復甦術」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急救高級教練 

陳要然先生。 

        10/29 第 1274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國小書法比賽」 

謹訂於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假光復 

國中舉行決賽，十二月三日(星期六)假 

社館舉行頒獎典禮暨與板橋北區扶輪 

社聯合例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三峽天南寺一日禪活動 

時    間：10 月 16 日(星期日)09:30 報到 

地    點：三峽天南寺一日禪活動 

參加人員：陳玉香、李榮鏗、黃家禎、 

吳振斌、黃文龍、簡家秀、 

黃建豐。 



板橋東區扶輪社~秋季旅遊南台灣金典飯店二日遊花絮  

9/24(星期六)從板橋站搭乘高鐵 08:08 班次前往台南站，輕鬆展開我們為期二天的秋季旅遊。 

第一站「奇美博物館」，位於仁德鄉的保安工業區內，屬於奇美企業王國的一部份，館內收藏著許多

國際級的名畫，讓我們在參觀欣賞之餘，無形中被藝術的質感潛移默化。這座藝術殿堂，雖有著造價

上百億的資產，卻是免費不收門票，真是令人感動。而令大人小孩皆歡樂的古董音樂盒演奏，更是令

我們大開眼界，從手搖風琴音樂盒到鐵盤音樂盒…短短的二十分鐘，就讓我們見識到音樂盒的發展以

及科技的進步，大大提昇音樂的多元性及豐富性。奇美博物館儼然已成為國內外戶外教學、觀光旅行、

藝術饗宴的新景點。 

中午在台南「滿福海鮮餐廳」用餐後，隨即前往旅途第二站「台江文化園區」。我們乘

坐由紅樹林保護協會所安排的膠筏，一艘膠筏可容納約七十人乘坐。我們搭乘的時間點正

逢海水退潮，眼見採蚵人正忙碌的採收蚵田，而週遭林立的肥美蚵架也不遑多讓露出結實

纍纍的成果，沿途招潮蟹、夜鷺、灰鷺也都現身與我們相會。經過茂盛的紅樹林區，船家

開往蛤仔養殖區讓我們下水體驗〝摸蛤仔兼洗褲〞的樂趣。最後，船家興致一來，更露一

手什麼叫〝手拋魚網〞，魚網呈現完美的圓弧狀落入水中，果然攦網三次中二次，除了魚、

蟹等魚產外，更有意外的訪客〝小河豚〞落網，成為大家爭相合影的對象。「台江」已成

為台南最具自然之美的生態區塊。 

下午六時，入住高雄最高建築物〝八五大樓〞之金典酒店，除了感受高樓層快速電梯

之速度感外，飯店窗外由海岸、市區所交織的夜景更是絢爛奪目。晚間，酒足飯飽後大家

相約前往愛河仁愛站，搭乘愛之船一覽市區景觀，涼爽的秋風撫面吹來，河岸上隨意散步

的人群，喝杯咖啡聽聽街頭藝人的歌聲，晚間的高雄就是這麼隨興慵懶。 

9/25(星期日)，上午讓大家悠閒渡過，有人前往夢時代購物中心、有人留在飯店享受

設施、也有人前去吳寶春的麵包店朝聖。 

中午前往「河邊海鮮餐廳」用餐，隨即前往旅途第三站「高雄歷史博物館」。此次恰逢

高雄歷史博物館，特展「高雄臨港線動態鐵道場景模型展」最後一天的展覽，加上博物館的前身為「高

雄市政府」，這由日本人在 1939 年建造落成的建築物，其建築風華特色以及盛載著高雄生活印象與歷

史軌跡的見證者，我們又怎麼能經寶山而不入。高雄臨港線為台灣最大的都市環狀鐵路，今日雖已停

駛，但是它對城市的影響力卻始終不曾消失。我們望著一輛輛逼真的火車模型，也跟著見證這承載著

高雄城市記憶與高雄城市發展歷程的歷史。 

第四站「旗津」。我們由鼓山搭乘渡輪前往旗津，除了節省路途外，也可飽覽高雄海

上風光。渡輪為旗津地區接軌高雄市區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當乘客進入渡輪船二樓後，

一輛輛的摩托車便快速的駛進渡輪一樓並且排排站好，井然有序的模樣，讓我們不禁菀爾

一笑。到了旗津，我們吃著冰棒、搭乘三輪車遊旗津大街，清脆的鈴聲帶我們穿越大街小

巷。此外我們也騎著腳踏車沿著海岸追逐落日餘暉，當然我們也不放過名產小吃等美食，

感受旗津的充沛生命力。 

    晚間在「浯江美食館」用餐約七時抵達高鐵左營站，搭乘 19:30 班次返回板橋，結束

此次旅程，感謝社長 P.P.Wood 致贈水梨禮盒、秘書 P.P.Tea 致贈秋刀魚禮盒。這二天一夜

的旅遊，我們聽到、看到世界級的古文物、也深刻的體驗到南台灣的人文歷史以及自然風貌。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清潔日剪影 

時間：9月 17 日(星期六)09:00                                 地點：三峽長福橋沿岸 

今天，天氣超級好、秋老虎大發威，所以出席參與清潔日(撿垃圾)的二、四、七分區扶輪社友. 

寶眷人數也不少。感謝，主辦社認真籌備，讓我們重新見識到三峽的進步，整個長福橋河岸風情 

令人驚豔，雖然還是有零星垃圾被民眾隨意丟棄在草叢、河流裡，但不減其風采，希望藉由今天 

的清潔活動，讓民眾提高環保意識。 

 

 

 

 

 

 

 

 

 

          

 

號召社友寶眷、扶青團一起參與打掃活動 

 

秋季旅遊-南台灣二日遊剪影 

時間：9月 24 日(星期六)~9 月 25 日(星期日) 
 
 
 
 
 
 
 
 
 
 
 
 

奇美博物館                                   台江文化園區 
  

 
 
 
 
 
 
 
 
 
 
 

         高雄歷史博物館                                  金典大飯店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板橋六扶輪社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三、出席：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林同仁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徐沛晴 
          第四分區助理總監：李昇穎 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詹弘剛 
          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廖晉寬 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張鎮臺 
          板橋社社長當選人：楊明炎、秘書當選人：汪忠平、新北市社副秘書：曾貴妹 
五、介紹與會地區職員與社長、秘書。 
六、主席：板橋東區社社長：Wood、板橋南區社社長：John、樹林芳園社社長：Janice 

  紀錄：板橋東區社秘書：Tea、板橋南區社秘書：Flame、樹林芳園社秘書 Fendi 
七、會議開始：應出席：34 位、實際出席：26 位、列席：9位，板橋東區社社長 Wood 宣佈開會 
八、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Wood 致詞：大家午安，很高興能擔任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的主席。昨天的清潔日感謝主辦社讓我們吸收很多的維他命 D，享受陽光兼環保。也感謝大
家在週日仍然踴躍出席今天的社秘會。     

     <二>主辦社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John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在風景優美的三峽河舉
辦，河裡有魚兒游來游去，表示自然生態維護得很不錯，三峽老街藝術氣息濃厚，值得一遊。 

    <三>主辦社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 Janice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動感謝主辦社的用
心安排，環境保護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淨河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非常高興能擔任這次社
秘會的主席，希望今天的會議能順利完成。 

九、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James 致詞：大家午安，為能順利推動扶輪各項活動，會定期舉辦

社秘會，是很好的傳承。昨天在三峽河舉辦的世界清潔日活動，感謝主辦社三社的用心與貼
心，使這次的活動能順利完成，活動後還有伴手禮三峽名產金牛角。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ign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動，感謝二、四、七分
區全體社友的熱情參與。11 月份的聯合登山也是我們二、四、七分區的大型活動，另地區
舉辦之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感恩音樂會以認票方式募款，各分區以分配票數，詳細訊息以地
區總監發文為準，請各社社長協助完成。 

<三>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 致詞：大家午安，我們三峽有好山好水真的很漂亮、懷舊老
街值得一遊，日後請大家多多捧場，促進經濟發展。預祝今天的會議順利！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lly 致詞：大家好，昨天的世界清潔日活動，本人另有要事
未能參與，甚感抱歉。預祝今天的會議順利完成！ 

<五>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iant 致詞：大家午安，明天是我們二、四、七分區第一次高
爾夫球聯誼賽在鴻禧球場舉行，請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六>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Security 致詞：大家午安，首先恭喜各位社長、秘書從上任
前的各項訓練會至今，很快的任期即將屆滿四分之一，請好好把握一年社長任期“犧牲享
受、享受犧牲”的時光。祝各社社運昌隆！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板橋社   樹林社 謝銘庚 宋克強 
板橋北區社 陳火昇 楊文賓 鶯歌社   
板橋東區社 黃文龍  吳振斌 樹林芳園社 林珠美 辜淳秦 
板橋南區社 林繼鐘 陳清祥 大漢溪社 劉岳平 洪字紘 
板橋西區社 林賢宗 朱李彬 福利旺社 李淑瓊  
板橋中區社 邱梅桂  土城社  曲國棟 
新北市社 陳麗寬  土城中央社 楊大中 張茂蓮 
板橋群英社 陳明理 蔡志誠 三峽社 呂建誠 竇憲宗 
   土城山櫻社 王素珍 周秋雲 



十、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訂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上午八時假大阪根森林遊樂區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新北市扶輪社、樹林扶輪社、土城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爰去年方式：社友部分需全數報名、另歡迎寶眷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費： 

每名 300 元。餐費：每桌 4,000 元、用餐時舉行摸彩活動，請地區團隊提供摸彩品。新 
北市福利旺社社長 Diana 提供每社兩箱多醣體共 34 箱。其餘細節授權主辦社全權處理。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訂中華民國一○○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議室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新北市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訂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農會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南區扶輪社、樹林扶輪社、土城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邀請謝金河先生主講經濟方面議題。  
第四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二次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訂中華民國一○○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地點另行通知，請討論。 
說  明：由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社大漢溪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主辦社全權處理，地點：立益球場。 
第五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是否聯合舉辦新世代服務-童子軍露營活動， 

請討論。(提案人：樹林社) 
說  明：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三月十八日(星期日)假板橋溪崑國中舉 

行，經費預估每社二萬元，活動人數為二○○位(免費報名)，參加人員以二、四、七分 
區扶少團以及社友推薦報名者為優先，人數不足時再開放學校報名。 

決  議：各社自由參加。  
    第六案：是否舉辦扶輪知識研習會，請討論。(提案人：第七分 A.G. Test) 

說  明：訂 10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報到、1：30-6：00 研習會、地點：安溪國中演藝廳， 
報名費：每名 200 元，講師陣容： P.D.G. Victor、D3510 P.D.G. Gleaner、P.P. China 
、 Pauline，如要用晚餐餐費每名 500 元，請另外登記。 

    決  議：各社自由參加。  
十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年度之法治教育擬停辦，請討論。(提案人：第二分區 D.V.S. Kelly) 
    說  明：與教育局溝通後，因已連續舉辦二年，故今年暫停舉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活動報告： 

1.第二分區 A.G. James：(1)明天是我們二、四、七分區第一次高爾夫球聯誼賽，請社友、
寶眷踴躍參加。(2)地區舉辦之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感恩音樂會訂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
6：30 入場、7：00 開始；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歡迎社友及寶眷踴躍前
往聆聽，各分區有分配票數，票價：貴賓席每張 2,000 元、一樓一般席每張$1,000 元、
二樓一般席每$500 元、演唱人員：于櫻櫻、蔡小琥、黃妃、文夏、文香、紀露霞、江洋...
等，結餘款將捐贈予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社會局幫助貧困家庭、獨居老人，
每縣市預定捐贈壹拾萬元以上。  

2. 第七分 A.G. Test：建議各社欲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申請時，可結合公共形
象委員會辦理。如：有線電視台跑馬燈、報紙刊登廣告，以提昇扶輪公共形象。 

   3.新北市福利旺社社長 Diana：第四分區聯合例會訂 10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5：30 報到、
6：00 餐敘聯誼、7：00-8：30 例會，地點：龍鳳城海鮮餐廳，請各位扶輪前輩撥冗蒞
臨指導。 

   4.土城中央社社長 Valve：扶輪知識研習會訂 10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報到、1：30- 
6：00 研習會、地點：安溪國中演藝廳，是由我們土城中央社、三峽社、土城山櫻社共同 
主辦，請各社社友踴躍參加。 

十三、下午四時十分由板橋東區社社長 Wood 宣佈散會。 



 

六扶輪社共同場地討論事項 
 

一、 時間：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四時二十分 

二、 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三、 出席： 

 社長 秘書 

板橋扶輪社 楊明炎(代理) 汪忠平(代理) 

土城扶輪社  曲國棟 

板橋北區扶輪社 陳火昇 楊文賓 

板橋東區扶輪社 黃文龍 吳振斌 

板橋南區扶輪社 林繼鐘 陳清祥 

板橋西區扶輪社 林賢宗 朱李彬 

板橋群英扶輪社 陳明理 蔡志誠 

四、 列席： 

林同仁 張鎮臺 郭宗霖 

五、 記錄：板橋南區扶輪社 陳清祥 

六、 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社聯合辦公室是否重新整修，請討論。 

決  議：待板橋社決定該社需求空間後，請板橋群英社社友John針對整修部份重新報價，費用七社 

分攤。 

第二案：六社會議室、餐廳及七社聯合辦公室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請討論。 

決  議：1.六社會議室、餐廳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費用六社分攤。 

2.七社聯合辦公室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費用七社分攤。 

          上述費用將與房東討論各負擔一半。 

第三案：六扶輪社會議室音響設備是否更新。請討論。 

決  議：本屆決議不與更新，請板橋北區社社友Sony針對現有設備檢討可否再加裝2支無線麥克風。 

第四案：六扶輪社餐廳桌子、椅子是否更新。請討論。 

決  議：向板橋南區社社友 Furniture 購買 6張實木餐桌，每張 8,700 元，可堆疊式椅子 80 張，每

張 500 元。每張餐桌另添購隔熱玻璃。 

第五案：是否製訂六扶輪社場地管理辦法。請討論。 

說  明：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時間：10 月 20 日(星期四) 

行程：08:30 板橋市四川路社館出發09:30 參觀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研究院 

11:30 中午王朝活漁餐廳用餐14:00 參觀義美食品觀光工廠 

17:00 晚上義美台灣料理樓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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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蔡蕙如、李宗宸、張以柔、張以謙、吳秉恒、吳秉璇、陳依琦、陳依婷、陳依翎。 



六扶輪社場地管理辦法 
 
【使用時間】 

每週 使用者 使用時間 備註 

星期一 板橋西區社 09:00~24:00 六社中若有必要使用到他社時

間，必需經由主要使用社同意而

行之。 

星期二 板橋南區社 09:00~24:00 

星期三 土城社 09:00~24:00 

星期四 板橋社 09:00~24:00 

星期五 板橋北區社 09:00~24:00 

星期六 板橋東區社 09:00~24:00 

星期日 請依場地管理辦法付費 六社有優先使用權 

【錀匙】 

所屬單位 鑰匙編號 

板    橋扶輪社 4、13 

板橋北區扶輪社 9 

板橋東區扶輪社 8 

板橋南區扶輪社 3 

板橋西區扶輪社 7 

土    城扶輪社 2 

板橋群英扶輪社 11 

申媽媽 1 

廚房 6 

板橋日文班 12 

【房租】 

每月每社@16,0006 社=96,000 元  

@(六社實支現金 60,000+其餘開捐款收據 36,000)12 月=全年度 1,152,000 元 

【其他】 

每月@(保全 1015+大樓管理費 750) 6 社=10,590 元 

每月@共同基金 3,0006 社=18,000 元 (水電、消耗品) 

【工作人員-申媽媽】 

每月@5,2356 社=31,410 元 

【場地管理辦法】 

一、 除六扶輪社以外，其他單位(只限扶輪社相關團體)租借使用，皆需支付 

新台幣 1,000 元(補貼水電費，入共同基金)，工作人員加班費(扶輪社 1,200 元、扶青團 600 元)，

清潔環境及門禁管理。 

二、除六扶輪社以外，其他單位(只限扶輪社相關團體)租借時需事先向板橋社登記並繳納費用。 

三、除六扶輪社以外，其他單位(只限扶輪社相關團體)租借時間，以不衝突 

六扶輪社之使用時間，才行外借。 

四、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除六扶輪社使用，皆不外借。 

【備註】 

上述所稱「扶輪社相關團體」，如：六扶輪社之扶青團、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扶輪社聯合性活動。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扶輪社建造者獎 

扶輪社建造者獎（Club Builder Award）係在表彰對協助與鞏固扶輪社有重大貢獻者。地區總監

每年可於該地區提名一名候選人。 

受提名者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聲譽良好、主動積極且入社時間至少5年  

 曾擔任社長 (此資格今年修改為不限定) 

以下扶輪社員不符合本獎項提名資格： 

 現任社長 

 現任、下屆或卸任之地區總監 

 現任、下屆或卸任之RI理事 

候選人必須達以下成就： 

 個人在被提名時，必須已招募至少五名現職扶輪社員 

 參與扶輪社之扶輪訓練會議 

 至少參與一項有代表性的社層級之職業服務計畫 

 在提名之前三年至少出席兩次地區會議 

符合資格之候選人必須由個人目前所屬扶輪社之三名前社長推薦（若轉入目前扶輪社時間不到三

年，則可由其之前所隸屬之扶輪社的前社長推薦），必須於 10 月 15 日前將社提名表提交地區辦

公室(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 110 號 19 樓)，並將電子檔寄至 info@rid3490.org.tw。 地區總監將

組成一個選拔委員會，由三名前總監擔任選拔委員，以選出一名地區之提名人。地區總監為獲選

之地區候選人背書，且必須於 11 月 1 日前將提名名單呈交國際扶輪。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扶輪行善〝衣〞起來 

主旨：為宣揚扶輪暨協助偏遠地區部落孩童,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特與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推行 

「扶輪有愛 行善”衣”(e)起來」計劃,敬請各社友踴躍參與，請查照。 

說明： 

一、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承辦單位:地區電子媒體委員會 

二、敬請各扶輪社友: 

    ⑴2011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兩點京華城 7樓 BABY BOSS 記者會宣告活動啟動儀式,鼓 

勵各社社友共襄盛舉。 

    ⑵各社社內或社友個人企業產品捐贈。(可在蕃薯藤網站販售產品) (提供之產品將顯示於蕃 

薯藤網站) 。 

    ⑶各社社內或社友個人款項之捐贈。 

三、獎勵措施:  

    ⑴各扶輪社以社內名義或社友個人名義捐款超過1萬元將其名稱顯示於蕃薯藤宣傳網站及文 

宣上。 

四、匯款方式:  

    捐款金額請先email通知,以利事先統計， 並請於100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匯 

至以下帳戶: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劃撥帳號:19886532， 

請註明- 捐助方案:扶輪肯愛在原鄉 

 



本週節目 

十月一日 

第 127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邱顯清 

主  講  者：中國時報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趙政岷先生 

講      題：人生的經典旅行 

 

下週節目 

十月八日 

第 1271 次例會 

適逢雙十節連續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 

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十月十五日 

第 1272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十三位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10.03) 

劉炳華前社長(10.06) 

張富逸前社長(10.07) 

章明仁社友(10.12) 

曾百麒社友夫人(10.0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同義前社長(10.01)33 年 

葉進一前社長(10.02)40 年 

李榮鏗前社長(10.04)29 年 

賴建男社友(10.04)1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9月03日   第126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3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Herbert、 

Jerry、Just、Lawyer、Roberta、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Sun-Rise、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09月03日     第126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267,100

AL 1,000 Kevin 1,000

Cathay 1,000 Land 1,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ric 1,000 Smile 3,000

Fuku 5,000 Stainless 1,000

George 6,000 Stock 3,000

Handsome 2,000 Tea 500

Investor 2,000 Toms 4,000

James 1,000 Tony 2,000

Jason 3,000 Trading 2,000

Justice 3,000 Wood 3,000

小計：       $47,500 總計：      $314,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1,800

Bank 5,200 Jack 5,200

Investor 5,200 Kevin 5,200

小計：       $20,800 總計：      $242,600

 

社友羅致政(Master)總部成立 

時間：10 月 21 日(星期五)18:0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