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11 日   第 1289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葉倫會先

生、珍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許興國先生第

二次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icasso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Tea： 

(1) 感謝褓姆P.P.Lion致贈與會社友小紅包。 

(2) 例會結束前將召開臨時社員大會，敬請全

體社友留步參與。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遊，謹訂於 3月 4

日(星期日)舉行，因後慈湖預約額滿，經

社友 AERO 向桃園觀光局要求協助後，才

得以入園，但時間更改為上午九時，因此

板橋出發時間為上午八時，社內依然會準

備早餐、水，請當日參加之社友寶眷穿著

休閒服、運動鞋出席。 

(5) 三月份友社授證眾多，敬請全體社友踴躍

報名參與。 

(6)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

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2月 24 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假鴻禧球場舉行。報名費每名

500 元，欲參與之社友寶眷請儘速報名。 

(7)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3月 30 日(星

期五)假礁溪球場舉行。報名費每名 500

元，欲參與之社友寶眷請儘速報名。 

(8) 4/21-4/22 為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2 屆

地區年會，敬請欲參加之社友儘速報名參

與。 

 社友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葉倫會先生 

現任：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 

曾任：海關博物館首任館長 

      台北市史蹟解說員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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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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帝君 

文昌原是天上六星的總稱，一說在北斗魁前 

，一說在北斗之左，六星分別稱上將、次將、 

貴相、司命、司中、司祿等，是主持文運、功 

名的星宿。 

國人習慣將准考證影本供於神案桌上，祈求金榜

題名，並以青蔥（代表聰明）、芹菜（勤勞）、

青蒜（會算）、蘿蔔（好彩頭），或再加上桂花

（貴氣驅邪）、糕（高）、粽（中）等，並向文

昌帝君報告自己的姓名、生肖、歲數、住址、參

加什麼考試、考場在哪、第幾試場、幾號座位、

准考證號，祈求文昌帝君保佑上榜。惟祭拜時，

仍要努力讀書，才能得到文昌帝君的協助。 

關聖帝君 

關聖帝君為儒釋道三教共尊，儒教尊為文衡 

聖帝、關西夫子；道教奉為協天大帝、翊漢 

天尊、武安尊王、崇富真君、三界伏魔大帝 

和恩主；佛教尊為蓋天古佛。 

康熙加封「協天伏魔大帝」；雍正 8年追封 

武聖，封號由侯而王，而帝，而聖。孔子為文 

聖，帝君為武聖。 

商人奉關聖帝君為保護神，原因是關公與人 

來往以義相交，符合商場講究信用習慣。另說 

關公精於理財，長於算數記帳，曾設筆記法， 

發明日清簿，這種簿記法，設有原、收、出、 

存四項，是非常清楚的記帳法，被後世認為是 

會計專家，而成為保護信徒賺大錢的商業神。 

菩薩 

觀世音取自佛經梵文，意思是觀察眾生的 

疾苦並加以拯救，是佛教最受崇拜的菩薩。 

又稱大士、觀自在、觀世音、觀音菩薩、觀 

音媽、觀音佛祖、觀音大士。觀世音菩薩原 

為阿彌陀佛的脅侍慈航尊者，不忍眾生墮入 

六道輪迴，發慈悲之心，化身女子以濟渡眾 

生。 

妙法蓮華經說觀音佛祖能現 33 化身，救 12 種 

大難，對所有的眾生一視同仁，如果有難，喊 

祂的名字，便會前來救助，故有：「唸一聲觀 

世音菩薩，就能解一場憂」，是救苦救難、消 

災解厄的神明，唐朝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 

稱觀音。 

民間供奉的財神 

文財神：福、祿、壽、喜、財、比干、范蠡 

武財神：關羽、趙公明 

正財神：趙公明 

偏財神：五路財神 

早期各地方居民的保護神，神威普照給予祈

求者希望，鼓勵信徒們認真打拼，也因為有這份

希望，讓社會越來越進步，讓生活環境越來越安

定和祥和。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頒發車馬費、小社旗

予葉先生，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Cathay、代理糾察 P.P.Eric，報告

本週社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由社長 P.P.Wood 主持，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討論是否再次推薦社長 P.P.Wood 參與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 

經現場與會全體社友同意，本社將推薦社長

P.P.Wood 參加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賽 
【時  間】：2月 24 日(星期五) 

10:30 報到、11:00 開球 

【地  點】：鴻禧高爾夫球場 

【報名費】：每人＄500 元。 

【擊球費】：每人$3,000 元。(含球車、桿弟費)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3月 30 日(星期五) 

【地  點】：礁溪高爾夫球場 

【報名費】：每人＄500 元。 

【擊球費】：每人$1,995 元。(含球車、桿弟費) 

 



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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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 

劉炳宏、張正鳴、陳嘉偉、謝堂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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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7 第 1297 次例會，「文化創意如何 

成就為產業商機」法藍瓷公司行銷總監  
葉皓城先生。 

        04/14 第 1298 次例會，「天冷如何預防 
心肌梗塞與其他心血管疾病發作」亞東 
醫院心臟血管內科主任 李愛先先生。 

        04/21 第 1299 次例會，國際扶輪三四九 
○地區第二十二屆地區年會假宜蘭運 
動公園舉行。 

        04/28 第 1300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曾百麒先生申請退社。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第四案：本社授證二十五週年慶典晚會表演節 

目。請討論。 
決  議：待社務討論會時討論。 
第五案：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安 

邦扶輪社來台事宜。請討論。 
說  明：暫訂行程如下： 

日期 時間 內容 

05/31
(四)

 機場接機 
 馥都飯店 CHECK IN 
17:00 前往歡迎會場地 
17:30 板橋擔仔麵餐廳舉行歡迎宴

暨續盟儀式 
21:00 返回馥都飯店 

06/01
(五)

08:30 馥都飯店集合搭乘巴士 
09:00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30 中午板橋擔仔麵餐廳用餐 
14:00 返回馥都飯店休息 
16:00 搭車前往台北喜來登飯店 B2

福祿廳 
17:30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25週年

慶典暨女賓夕 
21:00 返回馥都飯店 

06/02
(六) 

 馥都飯店歡送離台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是否推薦社長 P.P.Wood 參與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人徵選。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遊 
 時間：03 月 04 日(星期日) 

程序：07:50 板橋集合出發 

甲車-四川路社館 

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9:20 後慈湖或花海農場 

13:00 山景綠灣人文景觀餐廳午餐 

14:40 金蘭醬油博物館 

16:40 青林農場 

         18:10 大溪保健廚房晚餐 

 備註：(1)當日社內將準備早餐、水。 

         (2)敬請穿著休閒服、運動鞋出席。 

 

 友社授證慶典 

【新莊中央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2月 26 日(星期日) 

地點：三重珍豪飯店 

【板橋南區扶輪社 24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五工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3月 7日(星期三)17:30 

地點：五股工商展覽中心 

 

 

【板橋群英扶輪社 1週年】 

時間：3月 10 日(星期六)14: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 603 大禮堂 

【蘆洲扶輪社 25 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揚昇高爾夫球場 

【新莊扶輪社 35 週年】 

時間：3月 2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三重北區扶輪社 21 週年】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會館 



本週節目 

二月十八日 

第 129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連耀霖社友 

主  講  者：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戴昌儀小姐 

講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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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五日 

第 1291 次例會 

適逢二二八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02.26) 

郭道明前總監(03.05) 

洪敏捷前社長(03.09) 

連耀霖社友夫人(02.20) 

游章杰社友夫人(02.24)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02.28) 

周肇原社友夫人(02.28) 

賴建男社友夫人(02.28)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03.05) 

曾韋傑社友夫人(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03.05)27 年 

陳嘉偉社友(03.07)3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2 月 11 日  第 128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8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Coach、Decor、Frank、First、 
Herbert、Jerry、Just、Kevin、Lobo、 
Master、Picasso、Stainles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2月11日     第1289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66,600
Abula 4,000 Land 1,000
AL 1,000 Lankes 1,000
Bank 2,000 Main-Long 1,000
Cathay 1,000 Masa 2,000
Dental 1,000 Polo 2,000
Duval 3,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mile 1,000
Eric 6,000 Stock 3,600
Fuku 1,000 Sunny 3,000
George 2,000 Sun-Rise 1,000
Hero 1,000 Tea 1,000
Jack 1,000 Tom 1,000
James 1,000 Toms 1,000
Jason 3,000 Tony 1,000
Jeremy 2,000 Trading 3,000
Junior 1,000 Wood 8,000
Justice 1,000  
小計：       $63,600 總計：      $830,2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76,100
Abula 10,400 James 5,200
Cathay 5,200 Jason 7,700
Jeremy 10,400 Justice 5,200
AL 7,700 Life 5,200
ENT 7,700 Long 5,200
Fuku 5,200 Main-Long 5,200
George 5,200 Masa 5,200
Handsome 5,200 Tony 7,700
小計：      $103,600 總計：      $779,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