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25 日   第 1356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社長LAND夫人顏美淑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Tea 夫人吳陳金粧

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Just 夫人陳麗慧女

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P.P.AL 夫

人徐文美女士、P.E.Lobo 夫人廖秀蘭女士、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Polo 夫人黃芳珠

女士、Lawyer 夫人陳玉香女士、Hero 夫人

董秀琴女士、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Noni 夫人蘇曉貞女士、

Duval 夫人王玉鳳女士、Toms 夫人林春鳳女

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練習授證合唱歌曲「我的一顆心」、「恰似

你的溫柔」、「你我相逢」、「風吹風吹」。 

 秘書 Otoko 報告： 

(1)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敬邀社友夫人於

六月一日二次例會，蒞臨社內練習合唱。 

(2) 社友 Stainless 謹訂於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二時假土城海霸王餐廳

舉行新北市土城宜蘭縣同鄉會成立大

會。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3) 最近友社授證眾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參加。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心靈小語 
以禮讓對方來成就自我， 

以尊重對方來化解敵意， 

以稱讚對方來增進和諧。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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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活動討論事項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社館 
出席： 

所屬社 社長當選人 秘書當選人 
板橋社 薛銘鴻 江能裕 
板橋北區社 蕭智文  
板橋東區社 羅國龍  
板橋南區社 吳竹林  
板橋西區社 丁仁傑  
板橋中區社 劉淑卿  
板橋群英社 陳光憲 秦孟暘 

甲、討論事項： 
第一項：全球獎助金，心臟電擊器(AED)。(提案人：板橋社簡哲雄) 
說  明：預算編製：板橋社 2000 美金，各社 1000 美金，RI 補助 4000 美金，海外地區國際交換 6000

美金，RI 補助 6000 美金，總監 4000 美金，RI 補助 4000 美金，總共 32000 美金，購買約 6
台心臟電擊器。 

第二項：地區獎助金，社區服務-贊助身心障礙人士學習游泳。(提案人：板橋社薛銘鴻) 
說  明：預算編製：板橋社 3萬元，各社 2萬元，共 15 萬，總監申請：6000 美金(台幣 180,000)， 

共 33 萬元整。 
第三項：社區服務-贊助中華輔具協會捐贈低收入戶輔具輔助。(提案人：板橋北區社蕭智文) 
說  明：預算編製：板北社 1萬 4仟元，各社 1萬元。 
第四項：社區服務-新北市生命線協會防止青少年憂鬱輔導計劃。(提案人：板橋東區社羅國龍) 
說  明：預算編製：板橋東區社 5萬元，各社 1萬 5仟元。 
第五項：社區服務-贊助國際基本衛生教育志工訓練研習營。(提案人：板橋西區社丁仁傑) 
說  明：預算編製：每社 1萬 5仟元。 
第六項：社區服務-贊助中山國小課後輔導計劃。(提案人：板橋社薛銘鴻) 
說  明：預算編製：板橋社 10 萬元，各社自由參加。 
乙、活動報告： 
第一項：第一次社長、祕書聯誼會，謹訂 102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假六社會議室舉行。 
第二項：第二分區世界清潔日，謹訂於 102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市政府及板橋火車站舉 

行。 
第三項：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 10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假中和南寮福德

宮(中和烘爐地)舉行。 
第四項：第二分區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4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舉行。 

一定要<改變原有固定思維方式>               ~感謝社友 Life 提供 
一夥劫匪在搶劫銀行時說了一句至理名言：「通通不許動，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大家都 

一聲不吭躺倒。~這叫觀念轉化，改變原有固定思維方式。 

劫匪望了一眼穿著裙子躺在桌上呈大字形的出納小姐，說：「請你躺文明些！這是劫財，又不是 

劫色!」~這叫堅持職業操守，不該幹的不幹。 

搶劫成功回去後，其中一個新來的劫匪（碩士學歷）說，「老大，我們趕快數一下搶了多少?」那 

劫匪(小學學歷)說：「你傻啊?這麼多錢，你要數到什麼時候啊?今天晚上看新聞不就知道了嗎。」

~這就叫工作經驗，這年頭工作經驗比學歷更重要! 

劫匪走後，行長說「趕緊報案!」，主任剛要走，行長急忙說：「等等!把我們上次私自 

挪用的那五百萬也加上去!」~這叫危機處理。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二十六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

排、結束後收拾 

賴建男 游章杰、張宏陸、林忠慶、蔡宗原、

李郁文、李錫泉、許興國 

攝影組 

下午 04:0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薛松茂 劉孟賜、楊耀程、郭祐福、王信興、

陳明忠、吳得利、邱仁賢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羅國龍 邱顯清、吳晉福、李水日、周肇原、

曾韋傑、羅致政、吳振斌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

排入座 

謝堂誠 洪敏捷、黃伯堯、張正鳴、王世原、

連耀霖、邱明政、林同義、劉炳華、

程文金、郭昭揚、鄭德文、周正義、

李榮鏗、郭道明、黃文龍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林金結 江基清 

獎品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劉炳宏 章明仁、賴光明、陳嘉偉、陳偉信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

等 

陳萬祥 葉進一、陳騰駿、黃明志 

特刊組 編印 26 週年紀念特刊 林順正 張富逸、許國騰、張茂樹 

1.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紅色領帶，社友夫人穿著洋裝。 

2.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會場。 

3.當日有安排專業攝影師，提早到之社友伉儷可以拍照留念。 

 

友社授證 

【新莊南區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三峽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典華餐廳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5日(星期三)17:30 

地點：樹林海產大王餐廳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7日(星期五)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0 週年】 

時間：6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土城大三元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46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 Ticc 信義會館 

【蘆洲湧蓮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二)17:30 

地點：蘆洲典華會館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 

時間：6月 15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土城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五)17:30 

地點：鶯歌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樹林水產大王餐廳 



本週節目 

六月一日 

第 1357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 

 

下週節目 

六月八日 

第 1358 次例會 

為舉辦「授證第二十六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

夕」故經理事會決議提前至六月二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

廳舉行例會。 

 

下下週節目 

六月十五日 

第 135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林同義 

主  講  者：凌群策略整合公司 

顧問 侯文治先生 

講      題：運用媒體公關，為企業塑造優良 

形象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34.06.04) 

羅國龍社長當選人(43.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蔡宗原社友(56.06.12) 

章明仁社友夫人(51.06.02) 

張正鳴社友夫人(51.06.03) 

陳偉信社友夫人(50.06.04)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54.06.1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5月25日   第135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Dental、Frank、 

Herbert、Jeremy、Kevin、Lankes、 

Ming-Long、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5月25日   第135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97,500

Eric 1,000 Lobo 500

George 100 Otoko 500

Jason 1,000 Roberta 1,000

Jerry 6,000 Stock 500

Junior 500 Sunny 2,000

Just 500 Tea 1,000

Land 2,000  

小計：      $16,600 總計：   $1,114,1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219,400

Jerry 20,800 Hero 7,700

Eric 7,700 Polo 5,200

小計  ：   $41,400 總計：   $1,260,800
 

第四組內輪會 

時間：6月 4日(星期二)12:00 

地點：銀座日本料理 

(台北市德行東路 101 號)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