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3 日   第 1279 次例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致

歡迎詞。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Fusen 致歡迎詞。 

 此次例會為「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一屆國

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板橋北區扶

輪社與板橋東區扶輪社聯合會」。此次司儀由

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P.P.Tea 擔任。 

 板橋東區扶輪社聯誼 Polo： 

歡迎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會潘戍耕先生、常務

理事張忠行先生、理事許吉郎先生、理事李素

貞小姐、理事陳端圓小姐、理事唐美桐小姐、

監事王廷光先生、總幹事陳添進先生、財務曾

春娥小姐、幹事陳碧鈺小姐、得將學生、家長、

指導老師蒞臨。 

祝福本週壽星社友 Jerry 與板橋北區扶輪社 

P.P.HD 生日快樂! 

祝福社長 P.P.Wood 結婚 35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頌「扶輪頌」、「扶輪社友，我們

歡迎您」、「這是咱的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社新社友李郁文(Lankes)入社

儀式，由 P.P.Masa 監誓新社友 Lankes 宣誓入

社宣言，並配帶扶輪徽章、名牌，在由社長

P.P.Wood 致贈本社小社旗、扶輪資料，簡單隆

重完成新社友 Lankes 入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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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 Banker 報告： 

(1) 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謹訂於十二月二

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假新北市政府

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愛的輪轉~懷

念老歌慈善演唱會」請社友寶眷踴躍購

票共襄盛舉。 

(2) 十二月十日(星期六)中午例會為常年大

會選舉第二十六屆理事當選人，敬請全

體社友撥冗出席。 

(3)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感謝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Banker致贈板

橋東區扶輪社與會社友及來賓，新年度

桌曆。 

 板橋北區扶輪社出席Sony報告兩社出席率。 

 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潘戍耕先生致詞並

致贈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Fusen、板橋東區

扶輪社社長 P.P.Wood，兩社社長親手繪畫之

陶磁盤作品。 

 此次書法比賽，從初賽六百多份郵寄作品

中，錄取二百多位進入決賽，決賽在光復國

中由入圍決賽者現場揮毫，最後脫穎而出的

得獎學生共有十八位，每組(國中組、國小

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我們分別錄取第

一名一位、第二名二位、第三名三位。經過

一連串的考驗，每位得獎學生實至名歸，分

別獲得獎牌、獎學金。我們除了恭喜得獎學

生外，我們也頒發獎牌感謝每位學生的指導

老師，讓優良僨統能繼續傳承下去。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Fusen 致閉會詞、鳴鐘

閉會。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一屆國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3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國小中年級組第一名學生：徐亦萱小姐             國小高年級組第一名學生：黃詩雅小姐 
 
 
 
 
 
 
 
 
 
 
 
 

國中組第一名學生：陳羿璋先生由指導老師代領                 全體合影留念 

 



十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黃文龍 

四、記錄：吳振斌 

五、出席：洪敏捷、張富逸、劉炳宏、張正鳴 

陳嘉偉、李榮鏗、劉炳華、邱仁賢 

吳振斌、林同義、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7 第 1284 次例會，「從宋氏三姐妹 

看中國現代史」國史館主任秘書 陳立 

文小姐。 

        01/14 第 1285 次例會，適逢總統、立法 

委員選舉，休會乙次。 

        01/21 第 1286 次例會，適逢春節連續假 

日，休會乙次。  

        01/28 第 1287 次例會，適逢春節連續假 

日，休會乙次。 

        二月份行事曆 

        02/04 第 1288 次例會，延至二月五日 

(星期日)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慶祝春 

節女賓夕暨第三次爐邊會議。 

        02/11 第 1289 次例會，「台灣妙妙廟- 

神明的故事」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  

葉倫會先生。 

        02/18 第 1290 次例會，「從歌劇的壯麗 

到音樂劇的甜美-淺談威爾第歌劇經典 

作品“阿依達“」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戴昌儀小姐。 

        02/25 第 1291 次例會，適逢二二八連續 

假日，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春季旅遊謹訂於三月四日(星期日)舉 

行。請討論。 

決  議：春季旅遊-大溪後慈湖一日遊。 

第四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二屆地區 

年謹訂於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二十 

二日(星期日)假宜蘭運動公園舉行。請 

討論。 

決  議：(1)報名人數為，社友十六位(按理事人 

數+前總監)，社友夫人三位(社長夫 

人、秘書夫人、前總監夫人)。 

        (2)交通部份則自行開車前往。 

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慈善演唱會 

時間：12 月 23 日(星期五)18:0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 

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2 月 24 日(星期六) 

11:30 註冊、用餐(五樓) 

12:30 鳴鐘開會(三樓) 

地  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者：財訊傳媒集團執行長 謝金河先生 

講  題：歐美債危機：明天過後-台灣的經 

濟挑戰與出路。 

總監辦處來函照登~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第三次徵求推薦 

主旨：檢送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第三次徵求推薦案。 

說明：一、本地區辦公室 100.9.15 國扶辦字第 2011004 號、100.10.17 國扶辦字第 2011015 號 

暨 100.11.01 國扶辦字第 2011025 號函諒達。 

二、本地區 2014-15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業經 100 年 11 月 16 日審查會議未予通過， 

另決議再次函知各社推薦適當人選，並將收件日期延至 12 月 20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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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表、申請表、宣誓書，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署後，連 

同候選人之經歷於 100 年 12 月 20 日前 (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公室。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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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介紹與會地區職員與社長、秘書 

六、主席：新北巿扶輪社社長：Rebekah、土城山櫻扶輪社社長：Jenny 

紀錄：新北巿扶輪社秘書：Maggie  、土城山櫻扶輪社秘書：Wini 

七、會議開始：34 位、實際出席：25 位、列席：5位，土城山櫻社社長 Jenny 宣布開會。 

八、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新北巿扶輪社社長 Rebekah 致詞：大家午安，首先我代表新北市社、樹林社及土城 

社三社跟大家致謝，感謝昨天大家這麼踴躍的參加聯合登山，謝謝大家，感謝 Andy 總監在 

活動時與我們電話連線給予支持，也贊助一萬元的摸彩金提供給我們摸彩，也要感謝新北市 

福利旺社 C.P. Banker 及 Diana 社長贈送每社 2箱的多醣體，我相信下一屆登山活動的場地 

及選擇一定會比我們這一屆更好，也感謝昨天大板根提供了免費的影音同步，讓我們多了一 

萬塊的獎金可以摸彩，在這邊也要特別感謝 Nicca 社長活動當天的交通指揮、Press 社長在 

活動前後將旗幟安插及回收，另新北市社秘書 P.P. Maggie 及土城社秘書 Dentist 在活動時 

認真主持炒熱氣氛，及三主辦社的幹事及申媽在活動前一天就到會場佈置及準備；希望在今 

天的社秘會裡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大家提出來討論，謝謝。 

<二>主辦社土城山櫻扶輪社社長 Jenny 致詞：大家午安，很高興由我們共同擔任第三次社秘會的

共同主席，昨天的登山活動讓我們有種舊地重遊的感覺，天氣好又呼吸到許多芬多精，雖然

地點跟去年一樣，但是社友爬完山後還是讚不絕口，希望明年登山活動會更好，昨天的菜色

也比去年還要好，希望明年我們主辦時菜色會比今年更好，希望今天的會議能順利完成，謝

謝。 

九、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James 致詞：大家好，很開心二、四、七分區的一些活動都辦的 

很成功、圓滿，年度也已經過了五個月了，各社的年度計畫也應該進行到一個段落，如果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 

<二>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ing 致詞：大家午安，這次是第三次的社秘會，也意味著年度 

也進行到一半了，剛 A.G. James 說到二、四、七分區的活動都越辦越好，也代表著各社 

社長對地區的活動及社務也越來越得心應手，在未來的老歌演唱活動及植樹活動也希望各 

社社長能夠繼續支持，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三>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 致詞：大家好，今年度的活動進行的非常順暢，真的要感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板橋社 李明川  樹林社 謝銘庚 宋克強 

板橋北區社 陳火昇  鶯歌社 許元和  

板橋東區社 黃文龍  吳振斌 樹林芳園社   

板橋南區社 林繼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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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良 

板橋中區社 邱梅桂  土城社   

新北市社 陳麗寬 賴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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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各位社長，再來還有幾個活動希望各社可以再注意一下，1.老歌演唱會的活動，如果各 

社票券有多或者是不夠，可以再詢問，2.植樹計畫請各社再編列預算進去，3.世界年會已 

經開始可以報名，也歡迎各社踴躍報名組團參加，以上三項請各位再注意一下，謝謝。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lly 致詞：大家午安，我要說的其實助理總監都有說過了 

，第一就是植樹計畫活動請各社注意，第二世界年會部分，因為今年在泰國離台灣非常的 

近，是很難得的機會，希望各社都能踴躍報名參加，謝謝。 

<五>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iant 致詞：大家好，最近我們幾個活動都辦得非常好，很 

感謝各位社長的支持，在世界年會部分，希望等一下大家能夠一起詳細的討論一下，謝謝 

大家。   

十、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議室舉行。 

說 明：由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2011-2012 年度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三次高爾夫球聯誼賽，日期、 

地點提請討論案。 

說 明：爰往例輪由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社主辦（三峽扶輪社），謹訂於 101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 

假桃園鴻禧高爾球場（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舉辦，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國際年會報名組團參加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詳刊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社如有好的行程能夠共同組團可以 MAIL 給各社參考。 

第二案：地區活動是否能夠提早告知，以利編列預算及行程安排提請討論。 

說 明：今年度有些活動都告知時間都很突然，希望地區活動可以提早安排告知，以利行程及預

算之準備。 

決 議：照案通過，明年度 WCS 世界社區計畫，請各社可先提醒下屆社長，如要申請可儘早做準

備。 

第三案：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慈善演唱會票數不夠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地區分配每社票券 20 張，因社友索票踴躍以致票券不夠，是否地區還有票可釋出。 

決 議：可向各分區助理總監洽詢是否還有票券，或向其他友社詢問。 

第四案：為提名 2014-15 年度總監提名人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總監辦公室來函尚未甄選到適合人選，懇請各社再推薦適當人選。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活動報告： 

1.三峽社社長 James：101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新北市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三次高爾夫

球聯誼賽，11 點開球，歡迎各社踴躍報名參加。 

2.板橋西區社社長 Insurance：9 月 19 日新北市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賽收支

報告已出來，感謝所有提供贊助的各社友及各社的支持。 

3.板橋南區社社長 John：100 年 12 月 24 日聯合例會原訂中午 12 點開始，因講師時間有限，故提

早半小時於 11 時 30 分開始，再請各社注意時間。 

4. 板橋西區社社長 Insurance：本社授證訂於 100 年 5 月 3日(星期四)，請要參加國際年會之各

社社長、秘書避開這天出國，謝謝。 

5.土城山櫻社社長 Jenny：本社授證日期原訂 100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因當天是好日子，餐廳

都客滿，故延後至 10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舉行。 

6.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Kelly：因本社往年授證日期為 5月 5日，明年剛好遇上國際年會，故板

橋中區社授證日期提早至 100 年 5 月 1日(星期二)，歡迎各社社長、秘書及社友出席，謝謝。 

十三、下午四時由新北巿扶輪社社長：Rebekah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日 

第 1280 次例會 

召開第二十五屆常年大會，選舉第二十六屆 

(2012-2013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二十六屆(2012-2013 年 

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例會結束後前往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捐贈 

抽痰機二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七日 

第 1281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致贈弱勢家庭孩童 

200 份聖誕禮物 

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 100 份 

台灣慈幼會弱勢家庭孩童 100 份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12.10) 

賴光明社友(12.14) 

陳騰駿社友夫人(12.13)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12.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12.12)35 年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 

時間：12 月 11 日(星期日)10:00 

地點：板橋市立體育館(板橋區溪城路 90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日   第 127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Bright、 

Cathay、Coach、Frank、Herbert、Jerry、 

Jeremy、Kevin、Master、Picasso、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uv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2月03日     第1279次例會) 

甲、分攤捐款 承上期：   $499,000

Decor 5,200 Just 5,200

Gary 5,200 Master 5,200

George 5,200 Roberta 5,200

Investor 5,200 Shige 5,200

Jack 5,200 Smile 10,200

Jason 7,700 Tom 5,200

Junior 7,700 Toms 5,200

小計：       $82,800 總計：      $581,800

 

2012 國際年會~泰國曼谷 

大會為鼓勵社友踴躍參與，將註冊費用分為 

三個階段，提醒參加社友與寶(尊)眷留意註 

冊日期，並儘早完成註冊手續。 

⑴ 第一階段:2011 年 12 月 01 日前註冊，費

用為美金 160 元; 

⑵ 第二階段:2012 年 03 月 01 日前註冊，費

用則調整為美金 195 元; 

⑶ 第三階段:2012 年 03 月 01 日後註冊，費

用再次調整為美金 24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