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5 日   第 1272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來賓名隆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李錫泉先

生第二次蒞臨本社、來賓喬溢企業有限公司負

責人李郁文先生第一次蒞臨本社、中和國泰聯

合診所護士莊曉翠小姐、復健助理李春蘭小

姐、卓群牙醫診所牙助黃淑燕小姐、牙助陳怡

伶小姐、牙助葉書妤小姐、松陽機構採購經理

張文玲小姐、採購郭庭懿小姐、會計林碧瑤小

姐、昌宇金屬有限公司現場工程師蘇建智先

生、現場工程師林紀群先生、設計工程師陳義

翔先生、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廠長王國城先

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社長當選人 Land、P.P.James、

P.P.Tony、P.P.Tony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1) 尚未繳納七-九月份社費、旅遊房間費、

爐邊會議分攤款之社友，請於下次例會

時攜帶繳納。 

(2)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謹訂於十月二

十日(星期四)舉行，巴士一部。 

*08:15 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出發。 

*08:30 社館大門口出發。 

(3) 社友 Master 競選總部成立，謹訂於十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板

橋區民權路八號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

友伉儷撥冗出席。 

(4) 社友 Lobo 千金羅娸禎小姐與李衍慶先

生謹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假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

廳舉行結婚典禮。禮金欲自行處理者請

告知余 s。 

(5)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中午例會，歡迎社

友夫人蒞臨聆聽專題演講。 

(6) 感謝社友 Stainless 致贈全體社友馬克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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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由社長 P.P.Wood 及職業服務主委 Dental 代

表本社頒發表揚狀、禮金、紀念品予十三位

優良員工。 

此次，接受表揚的十三位優良員工，都是認

真負責、盡忠職守、服務熱忱、敬業樂群的

業人員，也因各位從業人員充份發揮個人服

能，促使勞資雙方關係和諧達成雙贏局面。 
 代理出席 I.P.P.AL、糾察 Stainless 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恭禧 P.P.Cathay 中和國泰聯合診所員工獲此殊榮        恭禧 Dental 卓群牙醫診所員工獲此殊榮 
 
 

 
 
 
 
 
 
 
 
 
 
 

恭禧 P.P.Eric 松陽機構員工獲此殊榮                  恭禧 Stainless 昌宇金屬員工獲此殊榮 
 
 
 
 
 
 
 
 
 
 
 
 
 
恭喜 P.P.Wood 展田企業員工獲此殊榮                        全體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海山國小弱勢孩童營養午餐費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

區社、新北市社、板橋群英社)向地區申請簡易獎助金七萬元，贊助海山國小約一百位弱勢孩童營

養午餐費。 

時間：10 月 18 日(星期二)07:50            捐贈地點：海山國小(板橋區漢生東路 280 號)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致贈小社予校長李明生先生                 八扶輪社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贊助防止自殺巡迴講座 

時間：11 月 8 日(星期二)11:30 

地點：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 巷 89 號 1 樓)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日)09:30 

地點：光復國中(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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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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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三重中央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大直典華飯店(台北市植福路 8號 ) 

【新泰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新莊區建國一路138號)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 

主旨：延長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推薦日期案。 

說明： 
一、 本地區辦公室 100.9.15 日國扶辦字第 

2011004 號函諒達。 
二、 本地區 2014-15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囿於推薦截止日（100 年 10 月 11 日）前，
均無推薦人選，為能拔擢優秀社友參與地
區服務工作，擬將推薦截止日期順延至 10
月 31 日止。 

三、 各社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備相
關資格條件，並於例會中由全體社員決議
後，將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經社
長、秘書及候選人簽署後，連同候選人之
經歷於 2011 年 10 月 31 日前，以掛號郵
件寄至地區辦公室。 
 

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6 日(星期六)08:30 

地點：三峽大阪根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二日 

第 127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謝鑫浩社友 

主  講  者：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急救高級教練 陳要然先生 

講      題：心肺復甦術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九日 

第 127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YEP Inbound 學生松平禧乃報告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社友夫人(10.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伯堯前社長(10.26)2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5日   第127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Coach、Decor、 

Duval、Jason、Jerry、Jeremy、Lawyer、 

Master、Picasso、Power、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Fuku、Robert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0月15日     第1272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352,600
AL 1,000 Masa 1,000

Cathay 2,000 Stainless 3,000
Dental 4,000 Stock 2,000
Eric 10,000 Tea 2,000

Hero 1,000 Toms 1,000
James 3,000 Tony 6,000
Land 2,000 Trading 2,000

Lobo 2,000 Wood 6,000
小計：       $48,000 總計：      $400,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5,250

Cathay 5,200 Stock 7,700
Dental 7,700 Tea 7,700
Justice 5,200 Tony 7,700

King 5,200 Trading 10,400
Long 5,200 Wood 16,450
Otoko 5,200  

小計：       $83,650 總計：      $378,900
 

恭喜 

 社友林順正(Tom)公子林智文先生與吳淑慧 

小姐謹訂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六時 

三十分假台北水源會館二樓牡丹廳舉行結婚 

典禮。 

永浴愛河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黃文龍暨全體社友 敬賀 
 

恭喜 

 社友羅國龍(Lobo)千金羅娸禎小姐與李衍慶 

先生謹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假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舉行 

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黃文龍暨全體社友 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