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7 日   第 1326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祝福壽星 P.P.Long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第二次社秘會，謹訂於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下午二時假社館舉行。 

(2) 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十一月

十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大安花園觀

光夜市集合、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樹林南

寮福德宮舉行團康活動，為統計早餐、

午餐，敬請全體社友寶眷儘速報名。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Stock 主持。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狀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前 RI 副社長 黃其光(Gary)當選

2014-15 年度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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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邱顯清、郭昭揚、謝堂誠、羅致政、 

賴建男、吳振斌、林同義、郭道明、 

郭林美惠、黃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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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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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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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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鄭德文、連文惠。 

 

社區服務-頒發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經費 

時間：11 月 17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本社訊 

 社友林順正(Tom)尊堂林陳玉老夫人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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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11 月 18 日(星期日)18:00 用餐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2 樓) 

爐主：林忠慶、邱顯清、章明仁、葉進一、王信興、賴光明、張正鳴、蔡宗原、王世原、 

        羅國龍、李錫泉、羅致政、許興國、陳明忠 

 

2012-201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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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 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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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張以柔、李玉蓮、張以政、張以承。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愛的輪轉 2012-13 和平慈善音樂會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各位社友踴躍參與愛的輪轉 2012-13 和平慈善音樂會。 

說  明: 

一、緣起:回想往年在「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上，弱勢團體皆盡其所能賣力演出，他們雖然身

障心卻不殘的勇氣，著實令人感動及敬佩，音樂能撼動人心及撫慰人心，同時也能 激勵人

心，尤其是身障者所呈現的精采演出更能觸動內心深處，當我們在為所有身障者演出暍采的

同時，這次舉辦「愛的輪轉和平慈善音樂會」，更希望能引領更多的愛心人士，加入扶輪大

家庭，共同為社會上的弱勢者及邊緣人注入愛與懷，讓處處充滿溫暖的扶輪大愛可以無遠弗

屆，散佈到世界各個角落。 

二、時間：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晚上 19:30(19:00 入場) 

三、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 號 3 樓) 

四、主辦單位：新北市第三、六分區         

    承辦單位：五工扶輪社、新莊中央扶輪社 

    聯合主辦：新北市第六分區：林口、五股、泰山、五股金鐘、新北市百合、頭前、新北市新 

世代扶輪社、新北市第三分區：新泰、新莊東區、新莊中央、新莊南區扶輪社 

    協辦單位：周勝考議員、五工扶青團、新莊中央扶青團 

    贊助單位：2010-11 年度地區總監賴正時、第六分區助理總監卓武建、地區副秘書廖麗心暨

七社社長及全體社友 

五、受贈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 台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 

六、為了感謝今年度地區扶輪人對地區各項活動的支持，特別由主辦單位提供以下入場券，敬邀 

您和寶(尊)眷蒞臨觀賞。前總監各兩張，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兩張，地區辦事處團隊

  各兩張，地區各分區社長秘書各兩張、各社 RYE Inbound 學生免費索票參加，各社社友歡迎 

各社購票(1000 元及 500 元票券) 

七、現場有設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表演者音樂光碟愛心義賣攤位，採自由樂捐方

式，金額不拘，現場開立捐款收據。 

八、隨函檢附音樂會 EDM 及購買入場券登記表各一份。為讓主辦單位有最佳

服務與座位安排，請各社於 11 月 12 日(星期一)前務必回報購票張數

email 至五工扶輪社 

九、請各社執行祕書將 EDM 資料刊登於各社社刊中。 
 
 
 

 
 

台灣七地區歡迎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 TRF Trustees Chair Wilf  

Wilkinson 訪台歡迎晚宴 
凡是 2012-13 年度新的巨額捐獻人(本年度已捐款或承諾捐款 US$10,000 及累積捐款達美金一萬

元皆可算入)及阿奇可蘭夫協會新會員(已捐款或承諾捐款者皆算)將於歡迎晚宴中接受表揚 

晚宴時間 : 201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17:30-18:00 註冊與聯誼 / 18:00-21:30 晚宴 

晚宴地點 : 台北市王朝大酒店 2樓國際大會堂(台北市敦化北路 100 號) 

參加人員：謝堂誠、郭祐福、劉炳華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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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日 

第 1328 次例會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09:00~09:30 大安花園觀光夜市集合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220 號) 

09:30~10:30 開始登山  

10:30~10:32 樹林南寮福德宮大會開始  

11:05~11:50 團康活動  

11:50~13:30 用餐  

13:00~13:30 摸彩  

13:32~13:34 大會閉幕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11.03) 

周肇原社友(11.04) 

陳騰駿社友(11.08) 

郭祐福前社長(11.11) 

許國騰社友(11.13) 

黃伯堯前社長(11.14) 

陳明忠社友(11.15) 

林忠慶社友夫人(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游章杰社友(11.11)12 年 

薛松茂前社長(11.12)3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7日   第132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right、Coach、Decor、 
Dental、Frank、Herbert、Jerry、Jeremy、 
Kevin、Lankes、Main-Long、Master、Noni、 
Smile、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AL、First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0月27日   第132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460,000
Cathay 500 Picasso 1,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tainless 1,000
Land 5,000 Stock 2,000
Lobo 1,000 Tea 2,000
Long 3,000 Tony 1,000
Masa 1,000 Trading 2,000
Otoko 1,000 Wood 1,000
小計：      $24,500 總計：    $484,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19,450

Eric 7,700 Stock 10,200

Hero 7,700 Sun-Rise 5,200

Justice 5,200 Trading 5,200

King 5,200  

小計：      $46,400 總計：     $465,850

 

賀 
社友陳萬祥(Roberta)百達麗時尚磁磚有限

公司概念館開幕誌慶，謹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

分假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57 號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