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0 日   第 1325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社友 Stainelss 夫人潘素文女士、社友

Kevin 夫人蘇美存女士、優良員工倪淑惠小

姐、吳英強小姐、林惠珍小姐、薛惠文小姐、

郭庭懿小姐、林慧怡小姐、陳端端小姐、吳

榮華先生、陳麗紅小姐、賴興欽先生、陳業

宏先生、宋盛賢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Tony、P.P.Tea 夫人、Polo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ack 結婚 28 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問委員會，敬請各

位前社長留步參與會議。 

(2) 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十一月

十日假樹林南寮福德宮舉行，為統計早

餐、午餐，敬請全體社友寶眷儘速報名。 

(3) 第三次爐邊會議，謹訂於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

樓舉行。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爐主：ARCHI、COACH、DUVAL、PP FIRST、

GARY、HERBERT、JASON、KEVIN、PP KING、

LOBO、MAIN-LONG、MASTER、NONI、

PICASSO。 

(4) 社友 TOM 母親逝世，因與父親逝世相隔

不到百日，所以不發訃文，也不收奠

儀，等告別式日期確定時，將由社內通

知各位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首先請雇主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

蹟，在委請職業主委 P.P.Smile、社長 Land

代表本社頒發獎牌、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

工。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業之
精神，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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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出席 Life、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狀況、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第 26 屆顧問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0(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黃文龍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邱明政、李水日、黃明志、郭祐福、 

葉進一、薛松茂、吳振斌、黃文龍、 

郭昭揚、洪敏捷、林同義、黃伯堯、 

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程文金 

六、列席：謝堂誠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二○一四-二○一五(第二十八屆)社長

當選人「林順正」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前 RI 副社長 黃其光(Gary)當選

2014-15 年度社長提名人慶祝會 

時間：11 月 6 日(星期二)16:30 註冊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三樓宴會廳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號) 
 
 

社區服務- 

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日期：11 月 11 日(星期日)09:00 

地點：光復國中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賽 

時  間：11 月 13 日(星期二)10:30 報到、11:00 開球 

地  點：鴻禧高爾夫球場(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報  名：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報名費：每人 500 元。 

擊球費：每人約 3,00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參加獎：高級不鏽鋼保冷瓶+水+點心。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2 月 23 日〝兒童和平日〞 

說明：  

一、2012-13 年度重點與目標”和平”由 RI 社長 田中作次先生所推廣。並鼓勵每一位扶輪社員

都要積極從事「以服務促進和平」的活動。亦為協助各社達成 RI 社長獎之”2012-13 年度社

長挑戰”、”增加服務”及”提升扶輪社公共形象” 特推廣「兒童和平日」專案提供各社

藉由參與此活動達成 RI 社長獎，並期許本地區各社皆獲 RI 社長獎表揚。 

二、此專案強調強弱無衝突、性別無衝突、貧富無衝突、種族無衝突四大主題，於「兒童和平日」

邀請知名藝人代言，並以微電影串出和平體驗教育服務，化零為整即時同步於校園完成-兒

童和平日-2/23 玩具愛和平-和平體驗教育園遊會之專案服務，邀請各社共襄盛舉，關注校園

衝突議題。 

三、專案服務內容：玩具愛和平– 活動網站製成、活動手冊製成、服務說明會並舉行 1/23、2/23

兒童和平日記者會、和平體驗教育園遊會 。 

四、專案服務贊助經費： 

    A: 扶輪社贊助:1.每社$5,000 

        2.彩繪和平鴿認購:每社至少 25 隻*每隻$100=$2,500 ， 

以上合計：每社至少贊助$7,500。 

    B: 企業贊助:各分區商請一家企業贊助$10,000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日期：10 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日期：11 月 10 日(星期六) 

地點：樹林南寮福德宮 

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09:30 集合/報到 大安花園觀光夜市(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220 號) 
09:30~10:30 開始登山  
10:30~10:32 大會開始 司儀 
11:05~11:50 團康活動 1.支援前線 2.我們最搖擺 3.滾大球 
11:50~13:30 用餐 外燴 
13:00~13:30 摸彩  
13:32~13:34 大會閉幕  

交通： 

從板橋出發，上浮洲橋到底至大安路左轉，經過樹人家商再往前約 100 公尺，即至大安花園觀 

光夜市預定地(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220 號)。車子停妥後於出口處右轉直走約 3-5 分鐘即達登 

山口(沿路有活動旗作為指標)。 

 

友社授證 
【三重中央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三) 

地點：富基時尚婚宴會館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 99 號) 

友社授證 
【新泰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五)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巴黎廳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 138 號)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七日 

第 132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三日 

第 132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劉炳宏 

 主  講  者：亞東醫院 

副院長 張淑雯女士 

 講      題：白內障不是老年人專利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明志前社長夫人(11.02)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0日   第132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Coach、Decor、Duval、 

Frank、Herbert、Investor、Jerry、 

Jeremy、Just、Justice、Lankes、 

Main-Long、Master、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Handsome、Hero、Kevin、Stainless、 

Trad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0月20日   第132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413,000
Bright 1,000 Masa 1,000
Cathay 4,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Polo 2,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8,000 Smile 5,000
Fuku 1,000 Stainless 3,000
George 1,000 Stock 1,000
Kevin 2,000 Sunny 1,000
Land 5,000 Sun-Rise 1,000
Lawyer 1,000 Tony 3,000
Lobo 1,000 Wood 1,000
小計：      $47,000 總計：    $460,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347,050

AL 5,200 Masa 5,200

Archi 5,200 Polo 5,200

Dental 5,200 Smile 7,700

Fuku 7,700 Tea 7,700

James 5,200 Tony 5,200

Long 5,200 Wood 7,700

小計：      $72,400 總計：     $41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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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社友林順正(Tom)尊堂林陳玉老夫人，慟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清

晨與世長辭，享年八十六歲，惡耗傳來全體

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 

時間：11 月 18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新北市市立殯儀館景福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56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