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0 (1)社長鳴鐘開會、致詞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2)介紹貴賓 聯誼 吳得利 Polo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秘書報告 秘書 吳振斌 P.P.Tea 

 (4)糾察活動 代理糾察 張富逸 P.P.Eric

 (5)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執行長致詞 執行長 熊觀明 Bear 

 (6)社區服務~捐贈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452 份聖誕禮物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7)新北市家扶中心社工師致詞 社工師 顏文郁先生 

 (8)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50 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9)台灣慈幼會副會長致詞 副會長 李榮鏗先生 

 (10)社區服務~捐贈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11)全體合影留念  

 (12)出席報告 出席 許國騰 Life 

 (13)糾察報告 代理糾察 張富逸 P.P.Eric

14:00 (14)社長鳴鐘閉會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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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0 日   第 1280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祝福本週壽星 P.P.Smile、Herbert、Handsome

夫人、P.P.Just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ENT 結婚 35 週年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請全體社友搭乘電梯至二樓

創世基金會，社內將捐贈創世基金會二

台抽痰機。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26屆理事當選人第

一次籌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

步參與會議。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 12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11:30 假新北市農會舉

行。為統計用餐人數敬請社友向余 s登

記出席與否。 

*此次聯合例會時間為 11:30 五樓註冊、

享用便當，12:30 三樓鳴鐘開會。請各位

社友注意一下例會時間，並穿著西裝出

席例會。 

(3) 「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慈善演唱會」謹

訂於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假新

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4) 感謝社友 Kevin 致贈與會社友桌曆。 

 社長 P.P.Wood 主持常年大會，本週六例

會，應出席社友五十八位，實際出席三十

七位，已達法定人數宣佈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二十六屆(2012-2013 年度)理事當

選人。 

委由 P.P.ENT 擔任發票人、監票人、Justice

擔任唱票人、Bright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 35 張、實際投票為 34

票、癈票為 1票。 

 出席 Life、糾察 Stainless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2012-2013 年度(第二十六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姓名 社名 票數  姓名 社名 票數 

1. 張富逸 Eric 32 11. 李榮鏗 Smile 33 

2. 郭祐福 Fuku 33 12. 林金結 Stainless 32 

3. 王信興 Gary 31 13. 劉炳華 Stock 32 

4. 劉炳宏 Hero 31 14. 吳振斌 Tea 32 

5. 謝堂誠 Land 32 15. 黃文龍 Wood 34 

6. 羅國龍 Lobo 30 後 1 江基清 AL 2 

7. 羅致政 Master 31 後 2 邱明政 Masa 2 

8. 賴建男 Otoko 32 後 3 黃伯堯 Jack 2 

9. 陳萬祥 Roberta 32 後 4 張宏陸 Aero 2 

10. 張茂樹 Shige 33     

 

一萬個圓夢計劃-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522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0 日(星期二)14:0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2010 年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一萬個圓夢計劃感恩會 

【時間】：12 月 23 日(星期五)13:00 

【地點】：台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惠中樓 301(臺中市西屯區臺中港路 2段 89 號) 



社區服務-捐贈創世基金會抽痰機二台 

時間：12 月 10 日(星期六)13:00                             

地點：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 

每一個植物人背後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創世基金會以「維護人道，尊重生命」的立場，深受 

社會大眾感動。 

安養一個植物人，可以救一個辛苦家庭，因此數年來，本社不間斷地捐獻物資予創世基金會板橋 

分院，希望植物人在專業人士照料下，讓當命得以延續並讓植物人家屬獲得更多協助。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致贈二台抽痰機                         合影留念 

 

第二十六屆(2011-2012 年度)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林金結、劉炳華 

吳振斌、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社第二十七屆(二○一三~二○一四年度)社長當選人案。請討論。 

決  議：羅國龍社友擔任第二十七屆社長。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二~二○一三年度秘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請討論。 

決  議：秘書-賴建男 

        會計-陳萬祥 

        糾察-張富逸 

        出席-程文金 

        聯誼-江基清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二~二○一三年度五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王信興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郭祐福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吳振斌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羅國龍 



六扶輪社共同場地討論事項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二、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三、出席： 

 社長 秘書 

板橋扶輪社 李明川  

土城扶輪社   

板橋北區扶輪社 陳火昇  

板橋東區扶輪社 黃文龍 吳振斌 

板橋南區扶輪社 林繼鐘  

板橋西區扶輪社 林賢宗 朱孝彬 

板橋群英扶輪社 陳明理 蔡志誠 

四、列席： 

林同仁   

五、記錄：板橋東區扶輪社 黃文龍  

六、附件(一)，100年9月18日六扶輪社共同場地討論事項會議記錄。 

七、報告事項： 

第一項、六扶輪社會議室音響設備，已於100年8月11日委請板橋北區扶輪社社友Sony處理，添購一組 

無線麥克風，費用為7,900元。 

第二項、六扶輪社餐廳桌子、椅子，已於100年10月20日委請板橋南區社社友Furniture處理，添購六 

座實木圓桌、二座活動圓桌、八十張椅子，費用為98,600元。 

八、討論提案 

第一案：聯合辦公室整修，請板橋群英社社友John重新報價，請討論。 

決  議：1.因應新北市扶輪社要加入聯合辦公室，故整修費用改由八社平均分攤。 

        2.因新北市扶輪社而變動整修到之小餐廳隔間與辦公屏風區塊，請板橋群英扶輪社社友John 

針對此部份重新報價，此追加費用由新北市扶輪社自行吸收。 

第二案：六扶輪社會議室、餐廳及聯合辦公室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請討論。 

決  議：1.六扶輪社會議室、餐廳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費用六社分攤。 

        2.聯合辦公室外牆防水工程及窗戶更新，費用改由八社分攤。 

        3.請廠商重新報價並詳列窗戶品牌、防水施工方式、保固期限。 

九、臨時動議 

第一案：新北市扶輪社欲加入聯合辦公室。請討論。 

決  議：1.針對聯合辦公室部份，同意新北市扶輪社加入聯合辦公室。 

2.新北市扶輪社每個月需與板橋群英扶輪社一樣，必需補貼六扶輪社水電費三千元，並遵守 

六扶輪社場地管理辦法。 

3.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市扶輪社，往後若需要至六扶輪社共同會議室例會，則必需與六扶 

輪社平均分攤房租、共同基金、保全、工作人員…等費用。 

第二案、六扶輪社會議室音響設備，目前是使用板橋扶輪社之卡拉OK機，是否需向板橋扶輪社社友 

Wireless添購專業之音響設備。請討論。 

決  議：目前會議室音響設備足以使用，故不需再添購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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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寒風凜冽的日子裡，更是需要人人發揮愛心與 

分享歡樂的時刻。 

此次，在扶青團團長佳吟與團員們共同努力下， 

除了準備可口的義賣品「熱奶茶」、「熱紅茶」、「三明 

治」、「水果」外，更低價銷售讓受扶助家庭買的開心。 

此次活動，扣除成本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5,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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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黃文龍、吳振斌、郭昭揚、李榮鏗、吳得利、林金結、賴建男、陳偉信。 

 

扶輪資訊 ~台灣七地區 6月 30 日結束年度「扶輪基金會捐獻摘要」 

地區 社員人數 地區目標 
年度計劃基

金每人捐獻 

年度計劃基金

-分享制度 

根除小兒痲痹等

疾病計劃基金
其他限定用途 永久基金 總捐獻 

3460 3,585  0  $178.95  641,526.00  61,131.00  56,625.00  5,000.00  764,282.00  

3470 1,610           0  $109.72  176,650.00  20,950.00  24,000.00  18,000.00  239,600.00  

3480 3,184    217,950  $100.68  320,563.18  145,870.00  105,976.00  81,500.00  653,909.18  

3490 2,148    510,800  $243.33  522,669.00  80,400.00  208,000.00  279,700.00  1,090,769.00 

3500 2,880    381,570  $336.03  967,763.10  84,800.00  117,500.00  101,000.00  1,271,063.10 

3510 2,052    233,310  $164.26  337,066.50  50,900.00  91,524.21  97,000.00  576,490.71  

3520 3,537    516,960  $204.08  721,828.33  179,864.00  151,082.14  506,000.00  1,558,774.47 

臺灣7地區

總計 

18,996    $194.15   $3,688,066.11   $623,915.00   $754,707.35   $1,088,200.00  $6,154,888.46 

全世界總

計 

1,197,006    $89.18   $106,744,220.20  $8,858,385.08  $8,653,891.66  $13,798,705.37 $178,055,202.

31  

臺灣捐獻

佔全世界

捐獻總計

百分比 

1.6%  218% 3.5% 1.7% 4% 7.9% 3.5%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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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份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 1282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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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當選 

羅國龍社友 

榮膺本社 2013~2014 年度 
(第二十七屆)社長當選人 

 

按照本社章程及章程細則中

之規定，社長應於就任日之前

一年以上，二年以內選舉之。 

因此當選之理事應於常年大

會舉行後一個月內召開會

議，互選再下一屆之社長;選

出之社長以社長當選人身份

於緊接而來的七月一日起擔

任理事，且以社長當選人身份滿理事一年後，自

新年度的七月一日起就任為社長。 

本社於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10日舉行常年大會

並於當日召開2012~2013年度(第二十六屆)理事

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選羅國龍社

友為 2013~2014 年度社長當選人。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12.20)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12.17) 

蔡宗原社友夫人(12.1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0日   第128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ank、Coach、Decor、Duval、 

Frank、Herbert、Hero、Investor、Jason、 

Jerry、Jeremy、Junior、Just、Master、 

Picasso、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2月10日     第128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619,600

AL 1,000 Masa 2,000

Cathay 2,000 Stainless 1,000

ENT 2,000 Stock 3,000

Eric 2,000 Sun-Rise 3,000

Handsome 2,000 Tea 1,000

Land 1,000 Tom 1,000

Lankes 5,000 Wood 5,000

Lobo 3,000  

小計：       $34,000 總計：      $653,600

 

甲、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1,800

Bright 5,200 Lawyer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59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