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廿二屆國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 

暨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東區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組 別 國  中  組 國小 高年級組 國小 中年級組 

名 次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蔡侑芬 鍾惠楨 蔡侑珊 張麗蓮 王思勻 楊國斌 

第二名 邱靖雅 駱明春 陳盛鴻 呂欣恩 黃晟瑋 李弘正 

第二名 林于竣 陳素德 吳亮儒 黃慧蓮 鄭妤婕 張麗蓮 

第三名 高士昕 呂淑蕙 周岷玄 張麗蓮 施羽凡 呂淑蕙 

第三名 吳宜樺 陳添進 湯宗翰 張麗蓮 陳玟綺 蔡夙眉 

第三名 沈均鴻 沈長祿 李晴 王烈邦 高宇擎 楊漢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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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 日   第 1331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ENT： 

祝福本週壽星 Archi、Jerry、Junior 夫人生

日快樂! 

祝福 P.P.Wood 結婚 36 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感謝 P.P.Tea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曆。 

(2) 感謝國泰世華銀行總行協理郭昭貴先生

致贈全體社友桌曆。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二十七屆理事當選

人第一次籌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

人留步參與會議。 

(4) 社友 Master 夫人咖啡因咖啡館開幕，謹

訂於十二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板

橋區民安街 32 號舉行。 

(5)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頒

獎典禮暨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謹

訂於十二月八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

十分假社館舉行。 

 社長 Land 主持常年大會，本週六例會，應

出席社友五十七位，出席三十七位，已達

法定人數宣佈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二十

七屆(2013-2014 年度)理事當選人。 

委由 P.P.Sun-Rise 擔任發票人、監票人、

P.P.Smile 擔任唱票人、P.P.AL、Roberta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三十四張、實際投票為

三十四票。 

 代理出席 Junior、代理糾察 P.P.Shige 報

告本週社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2013-2014 年度(第二十七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姓名 社名 票數  姓名 社名 票數 

1. 張富逸 Eric 34 10. 賴建男 Otoko 33 

2. 葉進一 First 33 11. 吳得利 Polo 32 

3. 劉炳宏 Hero 33 12. 陳萬祥 Roberta 34 

4. 郭昭揚 James 33 13. 劉炳華 Stock 33 

5. 張正鳴 Jason 32 14. 邱仁賢 Sunny 34 

6. 陳嘉偉 Junior 33 15. 郭道明 Trading 34 

7. 王世原 King 33 候 1 羅致政 Master 1 

8. 謝堂誠 Land 32 候 2 林金結 Stainless 1 

9. 羅國龍 Lobo 31 候 3 程文金 Cathay 1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 

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提供弱勢家

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時間：12 月 9 日(星期日)10:00 開幕式 

地點：板橋市立體育館(板橋區溪城路 90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備註：招待新北市家扶中心受扶助家庭之成員，合計 3,000 人 



第二十七屆(2013-2014 年度)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劉炳華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郭昭揚、陳嘉偉、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劉炳華、邱仁賢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社第二十八屆(二○一四~二○一五年度)社長當選人案。請討論。 

決  議：賴建男社友擔任第二十八屆社長。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三~二○一四年度秘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請討論。 

決  議：秘書-劉炳宏 

        會計-吳得利 

        糾察-張正鳴 

        出席-陳嘉偉 

        聯誼-洪敏捷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三~二○一四年度五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王世原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葉進一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郭昭揚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郭道明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賴建男 
 

社區服務- 

愛的輪轉.和平慈善音樂會 
時    間 :12 月 09 日(星期日)19:30 

地    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79 份聖誕禮物 

時間 :12 月 21 日(星期五)13:3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扶輪資訊 

【台灣7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2 年 9 月底 

地區 社數 
社員人

數 

3460 93 3,963 

3470 55 1,738 

3480 101 3,690 

3490 71 2,740 

3500 98 3,535 

3510 71 2,318 

3520 110 4,496 

總計 599 22,480 

 

 

【R.I.P.N.黃其光(Gary)的夢想】 
社員成長-台灣、香港、澳門 2.3 萬4 萬。 

努力讓華文，繁體字成為正式語言。 

在大陸正式成立扶輪社-北京、上海、廣州、 

廈門。 

全世界締結姐妹社(把台灣宣揚出去)，特別 

是澳洲、巴西或中南美洲以遍佈全球。 

DDF，Matching Grants，World Fund 保留 

1/2，整體運作。 

保持「台灣社友樂善好施」的美名，捐款 

持續維持。 

爭取 2021-2022「國際年會」再度於台灣主 

辦。 

把「這是咱的扶輪社-黃建銘」做為社長歌、 

台灣歌，全世界比賽。 



本週節目 

十二月八日 

第 1332 次例會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頒獎

典禮暨與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五日 

第 1333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致贈新北市家

扶中心孩童 200 份聖誕禮物、台灣慈幼會

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12.10) 

賴光明社友(12.14) 

陳騰駿社友夫人(12.13)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12.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12.12)36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2月08日   第133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right、Decor、 
Duval、Herbert、Jason、Jerry、Lankes、 
Main-Long、Noni、Picasso、Stainless、 
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Polo、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2月01日   第1331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609,100
AL 1,000 Lobo 3,0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Coach 1,000 Master 2,000
Dental 1,000 Otoko 2,000
First 1,000 Roberta 1,000
Fuku 1,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eremy 2,000 Stock 3,000
Junior 3,000 Sunny 1,000
Land 5,000 Sun-Rise 1,000
Lawyer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6,000 總計：    $645,1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8,800
Jeremy 5,200 Gary 7,700
ENT 5,200 Master 7,700
小計：      $25,800 總計：     $614,600

 

 恭賀當選 

賴建男社友 

榮膺本社 2014~2015 年度 
(第二十八屆)社長當選人 

 

按照扶輪社章程細則中之
規定，社長應於就任日之
前一年以上，二年以內選
舉之。 
因此當選之理事應於常年
大會舉行後一個月內召開
會議，互選再下一屆之社
長;選出之社長以社長當

選人身份於緊接而來的七月一日起擔任理
事，且以社長當選人身份滿理事一年後，自
新年度的七月一日起就任為社長。 
本社於中華民國101年 12月 1日舉行常年大
會並於當日召開 2013~2014 年度(第二十七
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
選賴建男社友為 2014~2016 年度社長當選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