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23 日   第 1321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敬祝全體社友寶眷，中秋佳節愉快。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 D.G.Young、D.G.夫人賴美娟女士、D.G.

千金林妤洵小姐、A.G.Miei、地區辦公室主任

Gragon、板橋北區社社長 Archit、P.P.Stock

千金劉喬佳小姐、P.P.Stock 公子劉朝凱先

生、P.P.Masa 孫子邱奕涵先生、Toms 千金陳

依琦小姐、P.P.Cathay 公子程柏恩先生、

P.P.Cathay 千金程千珍小姐、Abula 公子游高

丞先生、Abula 千金游程茵小姐蒞臨。 

祝福壽星 Frank、Investor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Toms、P.P.Tony、P.P.First、P.P.Smile、

Otoko，結婚週年快樂! 

 D.G.Young 致詞，敬祝本社全體社友寶眷佳節

愉快! 

 秘書 Otoko 報告： 

(1) 感謝社長 Land 致贈全體社友柚子禮盒。 

(2) 感謝 A.G.Miei 分享橄欖蜜餞。 

(3)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中午例會適逢中

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4)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謹訂於十月四

日(星期四)舉行，當日社內將準備早餐、

水，敬請報名之社友伉儷準時出席活動。 

(5)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二

十日(星期六)舉行，敬請全體社友踴躍推

薦。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金榜題名獎

學金、紀念品，予莘莘學子恭賀他們邁入人生

新旅程。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感謝第二組爐主：Abula、 P.P.Cathay、

Dental、P.P.ENT、P.P.Fuku、Hero、P.P.Jack、

Justice、Life、Polo、Otoko、Stainless、

P.P.Smile、P.P.Tony，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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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2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恭賀 P.P.Jack 千金考上台北科技大學碩士班       恭賀 P.P.Masa 孫子考上中和高中 

 

 

 

 

 

 

 

 

 恭賀 Toms 千金考上開南大學                      社長 Land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歡迎總監 Young 伉儷蒞臨本社同慶中秋佳節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10 月 28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人員：謝堂誠、賴建男 

 



社區服務&公共形象服務~十七扶輪社聯合清潔日 

日期：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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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宣傳汽球】 

       

來函照登~2012 年馬來西亞雪蘭莪扶輪地帶研習會 

一、 國際扶輪 2012 年雪蘭莪地帶研習會(2012 Selangor Rotary Insititute–Zones 

6B,7A&10B) 訂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18 日假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二、 此次研習會經籌備委員會告知大會將有變革，敬請擬參加社友或己註冊社友詳讀以下相

關事項: 

     1. 全程將以大會(Plenary)形式舉行，並無提供其他語言(包含中文)翻譯。 

     2. 今年完全沒有「分組討論」(Workshop)。不但中文組取消，英文組也取消。 

三、 研習會議程及活動摘要如下: 

2012 年 11 月 16 日 16:00-22:30  開幕式、第一次全會，歡迎晚宴及娛樂節目 

2012 年 11 月 17 日 09:00-17:00  第二次、第三次全會 

19:00-22:30  國際之夜 

2012 年 11 月 18 日 09:00-13:10  第四次、第五次全會及閉幕會議 

                      13:10-14:30  歡送午宴 

四、 3490 地區將不籌組團隊，有意願參加之社員及寶眷，請自行前往參加。如有自行組團之 

扶輪社亦可將行程提供地區辦公室上傳地區網站，供社友參考。 

五、 欲參加之社友：一可自行於雪蘭莪扶輪地帶研習會官方註冊網站註冊及繳交註冊費

http://www.2012selangorrotaryinstitute.org/registrations.php。二或將註冊表(如

附件)傳至地區辦公室代為註冊。 

 



本週節目 

十月六日 

第 132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李水日 

主  講  者：亞東醫院 

心臟內科醫師 林俊忠先生 

講      題：中年企業的心臟疾病預防與治療 

 

下週節目 

十月十三日 

第 1324 次例會 

 秋季旅遊-日月潭大飯店二日遊 

 

敬祝 生日快樂! 

 劉炳華前社長(10.06) 

張富逸前社長(10.07) 

 章明仁社友(10.12) 

 謝堂誠社長(10.15) 

 郭昭揚前社長(10.1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9月23日   第132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ecor、First、Jerry、Just、 
Lankes、Lawyer、Noni、Picasso、Sunny、 
Tony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Hero、Kevin、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9月23日   第1321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9,600

Decor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304,800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活動辦法 

召集具有領袖特質的優秀青年參加2天 1夜 

野外訓練課程，培養青年領導及危機處理才 

能，並訓練負責任、重榮譽之優越特質，為 

國家培育菁英領袖，進而熱心參與扶輪家 

庭，落實社區服務。 

活動時間：2012 年 11 月 24(星期六)~ 

201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花蓮鯉魚潭國際露營區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 

二段 90 號 電話:03-8641913） 

參加對象：18-30 歲優秀青年。 

報名方式：學員及社友填寫報名表乙份， 

學員並繳交 200 字自傳乙篇及 

檢附二吋照片乙張。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05 日止。 

活動經費：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新世代服 

務計畫”經費，由地區統籌辦 

理。 

 

秋季旅遊-日月潭大飯店二日遊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六) ~  

10 月 14 日(星期日) 

時間：06:20 板橋馥華飯店、社館集合 

               享用早餐、水 

         06:30 出發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休閒服並自備 

防曬用品、雨具、個人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