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9 日   第 1313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褓姆廖金順先生、褓姆夫人廖歐月圓女

士、前總監劉祥呈先生、Archi 公子林為勗

先生、Otoko 公子賴彥廷先生、賴冠廷先生、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千金張庭瑄小

姐、Abula 公子游高丞先生、千金游程茵小

姐、Investor 千金謝昀芯小姐、公子謝淮羽

先生、Noni 千金許嫚娟小姐、公子許家維先

生、許家頂先生、P.P.Cathay 千金程千容小

姐蒞臨。 

敬祝本週社友 Dental、Bright，生日快樂! 

敬祝 P.P.Tea、社友 Gary，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八月十一日為地區總監 Young 公式訪

問，敬請全體社友務必穿著西裝、搭配

總監致贈紅色領帶出席例會。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褓姆廖

金順先生、前總監劉祥呈先生父親節紀念

品，敬祝父親節快樂!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社長 Land 頒發七-九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 

祝夫人們青春永駐。 

 感謝爐主，社長 Land 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 

體社友、寶眷。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 

時    間：8月 12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新光三越 A8、A9、A11 三館間） 

主辦單位：松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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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剪影 

時間：7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彭園湘菜館 

 

 

 

 

 

 

 

 

 

 社長 Land 為壽星準備蛋糕慶生                     敬祝褓姆 P.P.Lion 父親節快樂 

 

 

 

 

 

 

 

 

 

   敬祝 P.D.G.Syo-Tei 父親節快樂!                     頒發七-九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長筒防滑鞋暨表揚志工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0:00 
地    點：大阪根森林溫泉渡假村(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捐贈單位：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新北市社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獎助金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5:00 
地    點：聖約翰科技大學(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主辦單位：台灣慈幼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社 
 

2012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現，對

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2010 年立法會議「扶輪社章程」 
 

【第 8 章 職業分類】 

第 1 條－一般規定 

(a) 主要活動。本社每一現職社員，應各依其所從事之事業、專業、或社區服務類別加以分類。

職業分類應描述該社員所隸屬的公司行號或機構的主要且公認的活動，或描述該社員之主要且

公認之 

事業或專業活動，或描述該社員之社區服務活動性質。 

(b) 修正或調整。如情況需要，理事會得修正或調整任何社員之職業分類。職業分類之修正或

調整提案，應事先通知該社員並給其列席表示意見之機會。 

第 2 條－限制。 

某一職業分類本社如已有 5 名或以上之現職社員時，不得再選舉該職業分類之人士為社員，

除非本社社員人數超過 50 名，在此情況下本社得選舉任何人為某一職業分類之現職社員，只

要最終該職 

業分類之合計社員人數不得超過本社現職社員總人數百分之十。退休之社員不得列入某一職業

分類之社員總人數計算。轉社或前社員或國際扶輪理事會所定義之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之職業

分類不得阻止該社員被選為現職社員，即使本社選舉的結果暫時超過該職業分類的限制。儘管

有上述限制，如社員變更職業分類，本社得在新的職業分類下繼續保持其社員資格。 

【第 9章  出席】 

第 1 條－一般規定。 

本社每位社員應出席本社例會。社員如出席例會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已出席但因突發情況被

召離席且事後取得證明足以使理事會認為該離席行動合理，或以下列方式補出席均算出席： 

或 

第 2 條－因外派工作之准免出席。 

如社員將從事長期外派工作，經由社員所屬扶輪社及被指名之扶輪社相互同意，該社員得在外

派期間出席被指名之扶輪社的例會取代出席社員所屬扶輪社之例會。 

第 3 條－准予免出席。 

社員可准予免出席，如： 

(a) 其缺席符合理事會核准之條件及情況。理事會在認為理由正當且充分時得准予社員免出席

例會。 

此類准免出席之時間長度不得超過 12 個月。 

(b) 該社員之年齡達 65 歲及更高歲數且該社員之年齡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年資達 85 

年，且已 

用書面向本社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望，並經理事會同意。 

第 4 條－國際扶輪職員之缺席。 

國際扶輪之現任職員可准予免出席例會。 

第 5 條－出席記錄。 

凡是遇有依據本章第 3 條(b) 或第 4 條准予免出席之社員出席本社集會時，於計算本社出席

時該社員及其出席應列入本社社員人數及出席人數。 

 

板橋東區扶輪社『網站』、『facebook』~ 

想獲得社內最新訊息、社友動態、例會刊物、活動剪影、活動行事曆…等，請多加利用上網 

觀看。『網站』http://www.paneast.org.tw/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paneast 



本週節目 

八月四日 

第 131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祐福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 

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鮑卓倫先生 

講      題：腰酸背痛保健 

 

下週節目 

八月十一日 

第 1315 次例會 

【地區總監林慶明 Young 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Land、秘書 Otoko、社長當 

選人 Lobo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Gary、Stock、Fuku、Tea、Lobo 

會計 Roberta、職業主委 Smile、社 

區主委 Hero、國際主委 Shige、新世 

代主委 Master 

12:30 餐敍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 

、「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 

贈之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偉信社友(08.08)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7月29日   第131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43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9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Decor、Jerry、Just、Lankes、Main-Long、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Duval、First、Wood 
 

 板橋社及其所輔導八社聯合例會 

時間：8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5 樓註冊、午餐 

        13:00-3 樓鳴鐘開會 

主講：IDI 朝代國際集團總裁 柯耀宗先生  

講題：超級價值力-競爭優勢大改造 

(剖析創造價值的關鍵)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 

時    間：8月 22 日(星期三)10:00 
地    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 

(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主辦單位：新北市糕餅公會 

協辦單位：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 

            新北市社 
 

社區服務-17 社世界清潔日 

時間：9月 15 日(星期六)09:00 
地點：土城堤防道外浮洲橋下（浮洲藝術 

河濱公園與溪洲運動河濱公園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