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9 日   第 1274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出國由副社長 P.P.Smile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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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第四次蒞臨本社、YE 接待家庭陳燕錡小姐、 

YEP 來台學生邱宥珣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hige、社友 Jeremy、P.P.Long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臨時理事會，敬請全體理

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

登山活動，謹訂於 11 月 26 日(星期六)上

午 8:30 假三峽大阪根舉行。不克參加之

社友請告知余s以利統計早餐、午餐事宜。 

(3) 「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慈善演唱會」謹訂

於 12 月 23 日(星期五)18:00 假新北市政

府 3F 多功能集會堂舉行。票價分別為 500

元、1000 元二種，請社友踴躍認購。 

活動贊助款將挹注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之社會局採

購物資捐助所轄低收入戶居民。 

(4) 社費、一萬個圓夢計劃認捐款，請社友於

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5) 11 月 05 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

問委員會，屆時敬請各位前社長留步參與

會議。 

 YEP 來台學生邱宥珣小姐報告： 

大家好，我是松平嬉乃，我的台灣名字是

邱宥珣，你們可以叫我 Yoshino。我是日本來

的交換學生，現在在致理技術學院唸書。我今

年十七歲，在日本，我是一個高中生。我有一

個姊姊、兩個兄弟，其中的哥哥是我的雙胞

胎，我們是很好的夥伴。 

    我喜歡閱讀，而我最喜歡的作者是村上春

樹。他的文筆優雅有韻律感。我現在正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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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是《海邊的卡夫卡》，是我最喜歡的一

類—日本文學。而我希望有愈來愈多人會接

觸日本文學。 

  我也喜歡聽各式各樣的歌，以及畫畫。我

最喜歡的歌手是 Yutu 和 Spitz。如果你有空，

也可以聽聽他們的歌。直到去年之前，我利

用放學後的時間去藝術學院練習三小時，對

我來說，畫畫很有趣。但是到了今年，我為

了做交換學生的準備工作，而放棄繼續唸藝

術學院。 

  現在，我不會在去以前那間藝術學校，因

為我找到我真正的夢想，找到了未來的路。

我立志要成為一個醫生，因為我想照顧世上

的人。 

  我來台灣學中文，因為現在有很多人是說

中文的，所以我覺得中文學好很重要。 

  我會努力，謝謝。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P.P.Just代表本

社頒發 9-11 零用金、學雜費、小社旗予邱宥

珣小姐，期勉她在台灣能快樂學習台灣文化

並增進中文語言能力。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Smile 主持： 

(1) 本年度無預算故取消結交兄弟社之計劃。 

(2) 如何提高社友出席率?希望社友們多關懷

未出席社友之動態，並請推薦人告知新社

友權利與義務，加強社友們扶輪知識。 

 出席 Life、代理糾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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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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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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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捷、張富逸、陳嘉偉、 

謝堂誠、李榮鏗、劉炳華、邱仁賢、 

吳振斌、林同義。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來賓李錫泉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 

謹訂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例會時 

進行入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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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11 月 13 日 

(星期日) 

活動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報到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07:20 

報到地點：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搭乘 

葛瑪蘭客運。 

參加人員：蔡蕙如、李宗宸、吳秉恒、 

吳秉璇、陳依琦、陳依婷、 

陳依翎。 
 

社區服務~贊助防止自殺巡迴講座 

時間：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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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服務~YEP Inbound 學生成年禮 

時間：11 月 20 日(星期日) 

08:20-08:50 學生報到 

08:50-11:50 學生彩排 

12:30-13:00 接待社、接待家庭報到 

13:00-17:00 接待社、接待家庭觀禮 

地點：台北市孔廟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275 號)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賽 

比賽日期：10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比賽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 號）  

比賽規則：依球場規則，採取新新貝利亞方式計算差點。 

1.比賽成績以總桿冠軍優先錄取，總桿成績相同時，以差點高者為優先。 

2.淨桿成績相同時，以差點低者為優先，若淨桿與差點相同者從 18 洞桿數往回逐洞比桿數， 

桿數低者優先。 

 3.總桿冠軍、淨桿冠、亞、季軍四座獎盃可請人代領外，其餘得獎人未能到場領獎時，不得 

代領(包含紀念幣)。(頒獎活動於球場餐廳用餐時進行) 

 4.請將成績卡繳到櫃台以便計算成績。 

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各社社友、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報名費用：每人 500 元。(請依報名人數繳費，恕不退費) 

  備有(礦泉水乙瓶與點心乙份)及(高爾夫球聯誼紀念幣 100 枚於球場餐廳餐敘時發放，如未出 

席餐敘者視同放棄，以報名順序為優先發放對象，發完為止，請鼓勵社友踴躍報名) 

擊球費用：每人約$2,399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獎    項：總桿冠軍獎盃乙座、淨桿冠、亞、季軍獎盃各乙座、ＢＢ獎、近洞獎、摸彩獎。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實施要點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地  點：大板根森林園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程序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30~09:00 集合、領取毛巾、帽子、礦泉水 
薰風大廳 
（各社自行準備早餐）

09:00~11:30 
1.森林浴（免費） 
2.泡湯（自費 250 元，自備泳衣及泳帽入場） 

附件一 

11:30~13:50 
1.用餐 
2.摸彩活動  

請全體社友，寶眷共同
參加（每桌 4,000 元－
不含果汁、酒，各社請
自行與餐廳結帳） 

14:00 散會 全體社友寶眷 

交 通： 

開車：（1）北二高南下三峽交流道出口，北上三鶯交流道出口，沿復興路至中正路右轉依路 

標行駛。 

     （2）至大埔依左前方台七乙線行駛，約十五分鐘即可達本渡假村。 

停車：（1）大板根專用停車場。 

     （2）插角國小（三峽區插角里插角路 39 號）。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11 月 27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人員：黃文龍、吳振斌 



本週節目 

十一月五日 

第 127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祐福 

主  講  者：臺灣銀行貴金屬部 

副經理 楊天立先生 

講      題：金價趨勢與資產配置策略 

*例會結束後召開顧問委員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27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林忠慶 

主  講  者：奇唯科技副經理 林齊癸先生 

講      題：股市虛擬交易所 

 

 

敬祝 生日快樂! 
陳騰駿社友(11.08) 

郭祐福前社長(11.1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游章杰社友(11.1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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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10月29日   第127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Bright、Coach、 

Decor、Dental、Duval、Frank、Herbert、 

Jason、Jerry、Jeremy、Power、Stainless、 

三、祝您旅途愉快! 

    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0月29日     第127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465,600

AL 1,000 Long 3,0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Master 1,000

Eric 10,000 Picasso 1,000
Junior 1,000 Shige 2,000
Just 1,000 Smile 1,000

Land 1,000 Stock 2,000
Lawyer 1,000 Tea 1,000
小計：       $29,000 總計：      $494,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06,550
Picasso 5,200 Lobo 5,200
Land 11,450 Masa 5,200

小計：       $27,050 總計：      $433,600
 

 社區服務~頒發板東扶青團年度經費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區服務~贊助台灣慈幼會貧困孩童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