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7 日   第 1365 次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 會議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褓姆廖金順先生、社長 Lobo 公子羅子翔

先生、媳婦錢元惠女士、社友 Archi 公子林為

勗先生、千金林黎昕小姐蒞臨本社。 

本週壽星 Dental、Bright，敬祝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我是漢子男」，敬祝各位社友父

親節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七-九月社費繳款通知單已分發，請社友

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2) 本年度社員通訊錄、電話卡即將編印，社

友若有資料或大頭照欲更新者，請告知余

s。 

(3) 秋季旅遊-米堤飯店二日遊，謹訂於十月

二十七日(星期日)、二十八日(一)舉行，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名。 

雙人房價錢扣掉晚餐社內負擔，費用變成

4600 元。 

四人房價錢扣掉晚餐社內負擔，費用變成

7800 元。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社長 Lobo 頒發七-九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 

社友夫人青春永駐、身體健康。 

 社長Lobo感謝褓姆P.P.Lion趕來參與我們的 

晚會，代表本社致贈褓姆父親節紀念品，感謝 

他長年對我們社的指導與關懷。 

訪問板橋社 

時間：8月 8日(星期四)12:30 

地點：社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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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身心障礙人士學習游泳復健 
時間：8月 18 日(星期日)09:30 

地點：板橋海山中學高中部游泳池 

(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 號) 

 

板橋社蒞臨訪問 
時間：8月 24 日(星期六)12:30 

地點：社館 

 

社區服務-頒發慈幼助學金 
時間：8月 25 日(星期日)15:00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城路 17 號)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7 日(星期二)09:30 
地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 
        (板橋區民享街 37 號) 

 

 8/17 地區總監吳維豐 David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Lobo、秘書 Hero、社長當 

選人 Otoko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King、First、James、Trading、Otoko 

會計 Polo、職業主委 Roberta、社區 

主委 Sunny、國際主委 Stock、青少 

年主委 Eric 

12:30 餐敍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 

、「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 

贈之領帶出席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 
時間：7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敬祝褓姆 P.P.Lion 父親節快樂! 

 

 

 

 

 

 

 

 
 

  社長 Lobo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社區服務-如果『媒』有你 
時間：7月 27 日(星期六)15:00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近年來行動通訊的普及，大量的媒體資訊 

充塞在我們生活週遭，如何讓青少年瞭解 

媒體教育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 

 

 

 

 

 

 

 

 

 
 

 社長當選人 Otoko、社區主委 Sunny  
代表本社致贈二萬元予松陽基金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三～二○一四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三時 

二、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三、出席：應出席：14 位、實際出席：14 位、列席：3位。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板橋社 薛銘鴻 江能裕 

板橋北區社 蕭智文 何易蒼 

板橋東區社 羅國龍 劉炳宏 

板橋南區社 吳竹林 劉鎮洲 

板橋西區社 丁仁傑 盧昱宏 

板橋中區社 劉淑卿 紀淑絨 

板橋群英社 陳光憲 秦孟暘 

四、列席：地區總監當選人洪清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簡哲雄、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蕭百芳。 

五、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Benz、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Lobo 

  紀錄：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Building、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Hero 

六、由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Benz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Benz 致詞：請大家以輕鬆的心情，好好討論各項議案。     

    <二>主辦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Lobo 致詞：炎炎夏日響應環保，衣著輕便提昇會議效率。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當選人 D.G.E.Ortho 致詞：地帶研習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2 月 8 日(星期日)假台灣台北舉行，請大家踴躍報名。2014-2015 年為了提昇研習會之 

效能，計劃將簡化研習會次數減輕社友負擔。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Oral 致詞：地區 WCS 計畫贊助越南中部地區貧困殘障孩童醫療以 

及改善生活品質活動，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10 月 7 日(星期一)舉 

行，請大家踴躍報名。國際年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日(星期日)~6 月 4 日(星期 

三)假澳洲雪梨舉行，請大家踴躍報名。 

<三>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Green 致詞：今天要討論的議題不少，希望大家都能提出寶貴 

意見，共同討論達成共識。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分區申請全球獎助金「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衛生局心臟電擊器(AED)六

台」。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社 Lawyer) 

說  明：板橋社美金 2,000 元，各社美金 1,000 元，RI 補助美金 4,000 元，海外地區國際交

換美金 6,000 美金，RI 補助美金 6,000 元，總監美金 5,000 元，RI 補助美金 5,000

元。合計美金 34,000 元。 

決  議：待第二次社秘會時再行商議。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贊助中華輔具協會低收入戶輔具輔助活動」謹訂 

於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假馥都飯店三樓舉行。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北區社 Benz） 

說  明：板橋北區社 14,800 元、各社 10,000 元。合計 74,800 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公共形象服務-設置扶輪標語宣傳看板」設置地點為板橋冠 

君大飯店。請討論。 



說  明：感謝板橋西區社社友劉炳杉(Bishop)免費提供場地，板橋西區社 3,800 元、各社 

3,200 元。合計 23,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贊助國際志工初級衛生教育訓練研習營」謹訂於中

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假板橋國小舉行。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西區社 Jay） 

說  明：各社 15,000 元。合計 105,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新北市第二分區申請配合獎助金「社區服務-贊助身心障礙人士學習游泳復建計劃」

謹訂於中華民國102年 8月18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假板橋海山中學高中部游泳池舉

行。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社 Lawyer) 

說  明：板橋社30,000元，各社20,000元，總監美金6,000元 (約台幣180,000)。合計330,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六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世界清潔日」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火車站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中午假土城海霸王餐敘、聯誼。 

第七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贊助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愛奇兒一日遊」謹

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晚上八時假致理技術學院忠孝樓四樓第一

會議室舉行。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群英社 Norman） 

說  明：板橋群英社 84,300 元，各社 10,000 元。合計 144,300 元。 

決  議：通過。 

第八案：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防止青少年憂鬱輔導計

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板橋國中活動中

心舉行。請討論。(提案人：板橋東區社 Lobo) 

說  明：板橋東區社 50,000 元、各社 15,000 元。合計 140,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九案：新北市第二區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 

第十案：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 

日)上午八時假中和南山福德宮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主辦社應報人數為 200%，而其他社應報名人數，為社員人數 100%報名、寶眷 60% 

報名，每名報名費 300 元。 

九、臨時動議：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分區是否辦理聖誕嘉年華愛心園遊會活動。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社 Lawyer) 

決  議：不辦理。 

第二案：六社會館是否在十樓到十一樓間安裝輔助椅，協助行動不便之社友上下樓。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社 Lawyer) 

決  議：請廠商會堪報價後再行商議。  

十一、活動報告： 

(1)感謝 D.G.E.Ortho 贊助聯合登山活動 10,000 元、A.G.Oral 贊助聯合登山活動 10,000 元、 

D.V.S.Green 贊助聯合登山活動三套茶具禮盒。 



(2)感謝板橋北區社社長 Benz、板橋東區社社長 Lobo 宴請晚餐、酒。 

(3)感謝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 提供洋酒乙瓶。 

(4)感謝板橋北區社秘書 Building 提供鳳梨酥乙盒。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Lobo 宣佈散會。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地區 WCS〝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畫〞 

主 旨：敬邀各社踴躍參與地區 WCS”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畫”。 

說 明： 

一、2013-2014 年度 3490 地區 WCS 國際社區服務”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劃”，預計將幫助 200

位越南中部地區 18 歲以下的貧困殘障孩童，在順化醫學院附設醫院接受矯治手術及術後的

復健治療，並設置一間病房為「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愛心病房」，以供照顧接受手術後的專

案孩童。 

二、本計畫預計經費 220 萬元整，每社共同參與款 2萬元(祈望再增加更多的愛心)，地區配合

款 30 萬元，不足部分將發起愛心捐款 ( 1 萬台幣，就能幫助 1個孩童，1輩子的幸福 !) 。

懇請全體社友發揮扶輪人的愛心，共同捐款支持。敬請各社將愛心款項(參與款+捐款)匯入

WCS 專戶(請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 e-mail 至地區辦公室，以利核帳)。 

三、本計畫擬於 102 年 10 月 2 日~10 月 7 日由總監帶隊，組團到越南順化醫學院附設醫院，進

行捐贈儀式及扶輪愛心病房之啟用，由中時旅行社主辦本行程，預計團費每人$30,000 元

整，鼓勵社友、寶眷報名參加，一起”參與扶輪，改變人生”，報名到 8 月 10 日止。(註：

因逢中國 10 月 1 日至 10 日大假期，越南機位與飯店需要提前作業。 )團隊報名請逕洽中

時旅行社--諶嵐詩小姐(聯絡方式請視報名表)。 

四、若有未盡事宜，敬請逕自聯絡：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P.P. Carpenter 王文邦 

0935-684-299。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日期：102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 

行程：  

時間 內容 

08: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08:3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馥華飯店出

發  

09:00 參觀總統府 

10:30 參觀台北賓館 

12:10 中午康園餐廳用餐 

13:10 參觀立法院 

14:00 返回板橋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與。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

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19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1)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 

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 

乙面、紀念品乙份。 

(2)推薦表請於 9月 13 日(星期六) 

以前回傳至社內 8966-7079。 

 

 

 

 

 

 



本週節目 

八月三日 

第 136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劉孟賜 

主  講  者：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講師 郭哲誠先生 

講      題：成功老化，銀向成功 

 

本週節目 

八月十日 

第 136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程文金 

主  講  者：激勵演說家 林俊良先生 

講      題：人脈就是錢脈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偉信社友(47.08.0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60.08.03)42 年 

王信興社友(67.08.03)35 年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8月 10 日(星期六) 

地點：劍潭活動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路 4段 16 號）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郭昭揚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7月27日   第136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Dental、Eric、Frank、First、Herbert 

Jeremy、Ming-Long、Smile、Toms 
 

本年度認捐扶輪基金者 
【認捐保羅哈理斯之友】 

   廖秀蘭、葉進一、吳晉福、李水日、 

郭昭揚、王世原、陳萬祥、賴建男、 

郭道明。 

【認捐永久基金者】 

李水日、羅國龍。 

【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 

邱明政(碩士班冠名)、 

郭道明(碩士班冠名)、 

陳騰駿、謝堂誠、連耀霖、羅國龍、 

陳萬祥、李榮鏗、吳振斌。 

 

捐贈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

大隊救生器材暨表揚志工 

時間：8月 11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限森林遊樂園區 

 

贊助國際志工衛生教育訓練營 
時間：8月 17 日(星期六)08:30 

地點：板橋國小(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3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