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07 日   第 1284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本週例會適逢例會場所施作窗戶、防水工程，

故例會變更至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舉行。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小姐、板橋

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林佳吟小姐、前團長

高禎佑先生、團長當選人鄭翔隆先生、團員蔡

秉哲先生、李雅馨小姐、郭宗穎先生、吳佳倩

小姐、謝準堤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Bank、Aero、Tom、Polo、Sunny、Life

夫人、P.P.Fuku 夫人、Bright 夫人、P.P.Masa

夫人、P.P.Shige 夫人、Land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Dental、Bright、Master、Picasso、

P.D.G.Trading、P.P.George、P.P.King，結

婚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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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林佳吟致詞： 

首先敬邀各位 Uncle 和 Aunt 撥冗出席，本團

十五週年團慶，時間訂於二月十五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假中山國小文薈館舉行。 

此外，向各位 Uncle 介紹本團第十六屆團長

鄭翔隆先生，希望各位 Uncle 不吝指導。 

 代理秘書 Otoko 報告： 

(1) 感謝社友 Sunny 致贈與會社友春聯。 

(2)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謹訂於二月

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假中

山國小文薈館舉行十五週年團慶，敬邀

社友伉儷蒞臨參與。 

(3) 例會結束後請全體理事留步，召開一月

份理事會。 

(4) 慶祝 PP 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一桿進洞

慶功宴，謹訂於一月八日(星期日)中午

十二時假板橋擔仔麵餐廳五樓舉行。敬

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5) 「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遊」謹訂於三

月四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

眷踴躍報名。因後慈湖必需依照「上網

登記名單」入園，因此請社友寶眷儘速

登記報名。 

(6) 本月份例會休會至，二月五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第三次爐邊會」。 

 社友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立文小姐 

學歷：台灣大學文學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碩士、博士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 

現任：國史館主任秘書 

從宋氏三姐妹看中國現代史 

 

 

 

 

 

 

 

 

 

 

 

國史館主任秘書 陳立文小姐 

國史館的簡介 

歷朝稱史館所修前代史為「正史」，所修當代史

為「國史」。 

國史館依法掌理中華民國史與臺灣史的修纂和

研究、重要歷史檔案、文獻及圖書的蒐藏和應

用，並自 93 年 1 月起，依據「總統副總統文物

管理條例」，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的主管機關，負

責行憲以來歷任總統副總統任職期間所有文物

的徵集、典藏、維護、管理、研究和陳列展覽。 

宋氏三姐妹 

「宋藹齡與孔祥熙」 

 宋家的大姐 

 三姐妹中的領導者 

 財經界的重要角色 

 財經與政治的結合 

「宋慶齡與孫中山」 

 革命伴侶 

 共產主義的嚮往者 

 遠離蔣宋陣營 

 另一條道路 

 殊途同歸的『國母』 

 追求自我實現的女性 

「宋美齡與蔣中正」 

 政治婚姻還是革命伴侶 

 富家千金還是時代女性 

 艱困生涯的參與 

 風雨飄搖的相隨 

 侍從人員的保護傘 

 從蔣媽媽到蔣奶奶 

從這個時代看宋氏三姐妹 

 選擇她們的所愛 

 堅持她們的信仰 

 說出她們的所想 

 走出她們的道路 

 社長P.P.Wood代表本社致贈陳主任秘書車馬

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Life、糾察 Stainless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本社訊 

為編排本社第 25 屆授證特刊，欲更新大頭

照、全家福照片者，敬請於下次例會時攜

帶繳交予余 s以利編印。 

 



一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1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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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敏、張富逸 

陳嘉偉、謝堂誠、劉炳華、林同義 

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三月份行事曆 

        03/03 第 1292 次例會，延至三月四日 

(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 

遊」。 

        03/10 第 1293 次例會，台灣電力公司南 

區營業處處長 楊再添先生。 

        03/17 第 1294 次例會，「如何品嚐咖啡」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助理教授 王裕 

文先生。 

        03/24 第 1295 次例會，「全球經濟的危 

機與轉機」資深財經記者暨暢銷作家  

許啟智先生。 

        03/31 第 1296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第四次徵求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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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21 國扶辦字第 2011034 號函諒達。 

二、 本地區 2014-15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第二次審查會議未予通過，另

決議開放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各社推薦適當人選，並保留新北市第一、五分區各社推

薦候選人之權益，收件截止日期順延至 101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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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2 月 28 日前逕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地區辦公室（22041 新北市

板橋區新府路 110 號 19 樓）。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 

100 學年勵志獎助金 
時間：01 月 15 日(星期日)09:00 

地點：莒光國小(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163 號) 

 

 

 

 

 

 

 

 

 

 

台灣慈幼會會長 邱復元頒發感謝狀予本社 

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遊 
  時間：03 月 04 日(星期日) 

程序：06:50 板橋集合出發 

08:00 後慈湖或花海農場 

12:20 山景綠灣人文景觀餐廳午餐 

14:00 金蘭醬油博物館 

16:30 青林農場 

18:00 大溪保健廚房晚餐 

備註：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板東扶青團 15 週年團慶 
時間：2月 11 日(星期六)09:30 

地點：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本週節目 

二月四日 

第 1288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春節晚會暨第三次爐邊會議」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二月五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例會。 
 

下週節目 

二月十一日 

第 128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周正義社友 

主  講  者：大稻埕逍遙遊 

導覽義工 葉倫會先生 

講      題：台灣妙妙廟~神明的故事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夫人(02.09)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1 月 07 日  第 128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8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Decor、Duval、 

Herbert、Hero、Jerry、Main-Long、Power、 

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Gary、Sunn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1月07日     第128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15,600
AL 1,000 Masa 3,000

Bright 4,000 Master 3,000
Cathay 1,000 Otoko 1,000
Dental 2,000 Picasso 3,000

ENT 2,000 Polo 2,000
Eric 2,000 Shige 2,000
Fuku 2,000 Stainless 2,000

George 6,000 Tom 2,000
James 3,000 Trading 3,000
Land 2,000 Wood 3,000

Life 2,000  
小計：       $51,000 總計：      $766,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05,100
AL 7,700 Land 11,450
Frank 5,200 Roberta 5,200

Picasso 5,200 Wood 16,450
Lankes 1,700  
小計：       $52,900 總計：      $658,0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80,500 
AL 2,000 James 1,000

Dental 1,000 Land 1,000
ENT 1,000 Picasso 2,000
Eric 8,000 Shige 1,000

Fuku 1,000 Stainless 1,000
George 2,000 Wood 2,000
小計：       $23,000 總計：      $103,500

 

慶祝春節晚會暨第三次爐 

邊會 
時間：02 月 0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爐主：游章杰、張宏陸、江基清、程文金 

何文章、郭祐福、李水日、謝鑫浩 

張正鳴、陳嘉偉、連耀霖、陳明忠 

李錫泉、張茂樹、陳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