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31 日  第 1296 次例會 

 

 社長 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 YEP 接待家庭劉喬佳小姐、YEP Inbound

學生邱宥珣小姐、Stainless 千金林盈怡小姐

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Main-Long、Gary、Otoko、Lobo

夫人、Hero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Long、Stainless，結婚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P.P.Shige： 

(1) 最近友社授證多，請社友踴躍報名出席。 

(2) 四月二十日 RI 代表來台歡迎會假蘭城晶

英酒店舉行，敬邀本年度捐獻保羅哈理斯

之友者出席。 

 YEP Inbound 學生邱宥珣小姐生活報告： 

我現在在學第二冊，在我回去日本之前，

我想唸完全部的書，最近我想一想我未來的

路。可以的話，我想去台灣的大學就讀，因為

我喜歡台灣，我要不斷學習國語。 

我從去年八月到一月住在邱家，邱家媽媽

做飯做得很好吃，她的蔬菜料理特別好吃，我

跟邱家的弟弟沒有講很多話，因為他很害羞，

可是他好可愛，阿公阿媽很親切，他們像日本

人一樣，邱家的爸爸知道很多電影、電視，他

介紹我很多，我最喜歡「康熙來了」和「海角

七號」。我看康熙來了，雖然聽不懂他們說什

麼，可是感覺很好玩，小 S很有意思。我很喜

歡海角七號的音樂，我覺很好聽。這個是台灣

男生和日本女生的故事，應該很多人看過這個

電影。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覺得，我想有

台灣人的男朋友。 

我現在住宿家庭在劉家，劉家的房子很漂

亮就像飯店，我的房間有一個大窗戶，可以看

到外面的風景。劉家是很好的家庭，爸爸會跟

我講話，姊姊也會跟我聊天，媽媽知道我很喜

歡芭樂和魯肉飯，馬上煮魯肉飯、買芭樂給我

吃，他的魯肉飯好好吃，我很喜歡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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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和學習台灣的文化，所以我很期待今

天晚上媽媽要帶我去喝喜酒。事實上我開始

的時候，我不習慣劉家，因為我有很多不好

的習慣，劉家媽媽教我規矩和好習慣，劉家

媽媽很有耐性一直教我，要有禮貌和規矩，

教我要誠實和努力用功。日本的媽媽，知道

我在台灣學到好的習慣和規矩很高興，很感

謝台灣的媽媽。我要學習不要遲到，我希望

我回去日本的時候，我成長進步了很多，學

到好的習慣。謝謝大家，我會努力，謝謝扶

輪社。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P.P.Just代表本

社頒發四月份零用金三千元予YEP Inbound學

生邱宥珣小姐。 

 

 

 

 

 

 

 

 

 

 

 

 社務討論會由社長P.P.Wood代理主持。 

(1) 六月一日授證25週年，原訂補助社友夫人

治裝費部份，改補助每位社友1500元。 

(2) 六月一日授證25週年，敬請全體社友穿著

社長P.P.Wood致贈之西裝出席活動。社長

P.P.Wood也允諾要致贈全體社友領帶。 

(3) 六月一日授證25週，合唱表演歌曲為「你

是我的兄弟」、「掌聲響起」、「今年一

定會好過」、「可愛的玫塊花」。 

(4) 四月二十一日地區年會交通，統計參加人

數後，在委由社長、秘書規劃交通事宜。 

(5) 社長P.P.Wood，向社友報告第四次徵選

2014-15年度總監提名人結果。 

 代理出席 P.P.Sun-Rise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代理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慶典 

【三重百福扶輪社 1週年】 

時間：4月 1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三重珍豪飯店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4週年】 

時間：4月 13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三重東區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4月 1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蘆洲典華飯店 

【三重南欣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4月 2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中區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5月 1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飯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 19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第四次總監提名人審查會議決議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3 章第 13.020.條規定辦理。 

二、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 2012 年 03 月 27 日假台北市天成大飯店召開地區總監提名人評審會 

議，出席與會之前總監計 17 位，審查結果四位候選人均符合遴選資格，經兩輪投票後，於 

第二輪投票結果決議，2014-2015年度總監提名人由板橋西區扶輪社前社長洪清暉(PP Ortho )

獲選。  

三、依規定公告，各社有意挑戰之候選人，（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3 章第 13.020.8.條規定辦理）， 

請提交相關資料於 2012 年 4 月 12 日前（以郵戳為憑），備文函送地區辦公室辦理。 

 



扶輪知識 

【我為何要加入扶輪社?】 

擔任義工奉獻我的技能 

對扶輪社社員談談何處最需要您的專業知識。 

在扶輪社的委員會服務。 

出席貴社下次社務行政會議並協助規劃扶輪社活動。 

改善我的社區 

擔任義工協助辦理貴社的招牌計畫讓貴社在社區上出名的計畫。 

與一個受貴社贊助的青少年計畫，例如扶輪少年服務團，一起合作。 

在你的社區找出一項需求並建議一個親手去做的計畫來解決一需求。 

建立我的人際網絡 

參加例會越多次越好。每次和不同的人建立關係。 

加入一個扶輪聯誼會並到其他國家與興趣相同的扶輪社員見面。 

參加地區年會及團際扶輪年會。 

參加另一個扶輪社的例會。 

從事國際服務 

參與貴社的國際服務計劃。 

使用計畫連結 Project LINK 來查詢些扶輪社需要義工國其他協助的國際服務計畫。 

接待一位訪問貴地區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 

協助扶輪成長 

推薦一個朋友或同僚加入扶輪社成為社員。所有扶輪社員都能而且應該邀請新社員。 

參加扶輪社領導人培養計畫。 

告訴朋友及同僚貴社如何回饋社區。 

【成為扶輪社員有何好處?】 

友誼 

扶輪提供了人類對於友誼及聯誼最基本的需求。這是扶輪之所以創立於 1905 年的兩項理由之

一。 

事業發展 

創立扶輪第二項理由是事業發展;每個人都需要人脈。扶輪由各種事業的人所組成，成員來自各

行各業。扶輪社員們能彼此互助。 

個人成長及發展 

加入扶輪成為社員者能在人際關係及個人方面繼續個人的成長及教育。 

領導能力發展 

扶輪是由一群領導人及事業有成的人所組成。所謂領導能力是指：學習如何激勵、影響、及領

導一些領導人。 

發揮社區公民精神 

加入扶輪可使人成為更優秀的社區公民。 

繼續接受教育 

扶輪每週都有例會節目，目的在使人瞭解社區、國家、及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每次例會都

是聆聽不同演講人及當前各種話題的機會。 

樂趣 

扶輪很有樂趣。扶輪社計劃也有趣。社交活動也有趣。服務也有趣。 

演講技巧 

扶輪可以培養您業眾人演講的信心及技巧，並提供練習的機會，以使這些技巧達到盡善盡美。 

發揮世界公民精神 

每個扶輪社員都受到 200 個國家及地理區域的 22000 個扶輪社歡迎。甚至鼓勵出席他們的例會。

這表示你不只能在自己的社區結交朋友，更能在全世界認識朋友。 



本週節目 

四月七日 

第 129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陳萬祥 

主  講  者：法藍瓷公司 

              行銷總監 葉皓城先生 

講      題：文化創意如何成就為產業商機 

 

下週節目 

四月十四日 

第 12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張茂樹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心臟血管內科 

專任主治醫師 杜宗明先生 

講      題：淺談高血壓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錫泉社友(04.10)18 年 

邱仁賢社友(04.12)40 年 

 

 賀 

社友陳嘉偉(Junior)千金陳惟柔小姐與 

許維榕先生，謹訂於 4月 15 日(星期日) 

十二時雞尾酒會、十二時三十分準時開席 

假台北晶華酒店三樓宴會廳舉行結婚典

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黃 文 龍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31 日  第 129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ank、Dental、Duval、 

Frank、First、Herbert、Jerry、Jeremy、 

Kevin、Lankes、Lawyer、Main-Long、 

Master、Picasso、Tony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3 月 31 日   第 1296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79,800
Decor 5,000 Long 3,000
Eric 2,000 Masa 1,000

Gary 2,000 Roberta 1,000
Hero 2,000 Shige 1,000
Just 2,000 Stainless 2,000

King 1,000 Stock 2,000
Lobo 2,000 Wood 6,000
小計：       $32,000 總計：    $1,011,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50,700

Aero 5,200 Smile 10,200
Decor 5,200 Tea 7,700
Eric 15,400  

小計：      $43,700 總計：     $994,400
 

 扶輪一瞥 

扶輪 

扶輪社員：1,214,714 位 

扶輪社數：34,216 社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