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28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二十七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 召 開 ， 並 在 會 中 舉 行 第 二 十 八 屆

(2014-2015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

事人數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

定，扣除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

社長當選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

七位，本日將再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

後，馬上召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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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星期日)10:00 

地點：土城區新北高工志清堂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協辦：板橋東區社、板橋東區扶青團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12 月 13 日(星期五)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辦：新北市書法學會 

協辦：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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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30 日   第 1383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 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女士、領唱老師

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Archi、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P.P.Wood 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 P.P.Tea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曆。 

(2) 常年大會，謹訂於十二月七日(星期六)

中午假社館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務

必撥冗出席，選舉第二十八屆理事當選

人。 

(3) 社區服務-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訪問板

橋北區扶輪社，謹訂於十二月十三日(星

期五)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社館舉行。請

參加人員穿著西裝出席活動。 

 社務討論會，副社長 P.P.First 出國，由社長

Lobo 代理主持。報告國際年會在雪梨以及訪

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授證 45 週年事

宜。社友建議可與社長夫人之同濟會交流增進

情誼。 

 糾察 Jason 拍賣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紀政女士之二本書、一個鞋墊，感謝社長 Lobo

全數購買。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狀況、紅箱收入情形。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2014 國際年會在雪梨 

主 旨：敬邀全體社友暨寶(尊)眷踴躍報名參與 2014 雪梨國際年會，請查照！ 

說 明： 

一、2014 國際年會假澳洲雪梨舉行，敬邀各社社友共襄盛舉。 

二、大會為鼓勵社友踴躍參與，將註冊費用分為三個階段，提醒參加社友與寶(尊)眷留意註冊日 

期，並儘早完成註冊手續。 

⑴第一階段:2013 年 12 月 15 日前註冊，費用為美金 310 元; 

⑵第二階段:2014 年 03 月 31 日前註冊，費用則調整為美金 360 元; 

⑶第三階段:2014 年 03 月 31 日後註冊，費用再次調整為美金 410 元。 

三、如有意參加國際年會之社友，請先註冊大會。關於組織團隊之事宜，將另行提供資料。如有 

自行組團之扶輪社亦可將行程提供地區辦公室上傳地區網站，供社友參考。 

四、依 RI 公佈時程，國際扶輪世界年會第一階段報名截止日為 2013 年 12 月 15 日。擬參加國際 

年會之社友及寶眷，一敬請於各階段截止日前將註冊表(附件一)Email 回傳至地區辦公室， 

以便代為註冊及安排相關事宜。二或利用社員事務入口網站註冊(如以此方式註冊之社友， 

敬請將註冊確認碼副本至地區辦公室俾利統計本地區之參加人數)。 

 

友社來函照登~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社館搬遷 
自 10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起，搬遷至樹林區大安路 520 號 7 樓(與原社館同社區)。 

 

 

社區服務-頒發 451 份聖誕禮物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時間：12 月 20 日(星期五)01:3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剪影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日)08:00 
地點：中和南山福德宮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分區七社聯合登活動暨趣味競賽」上午八時在中和烘爐地舉行，

此次由板橋北區社與板橋東區社主辦，在歷經三、四個月的規劃下，現場有四百多名社友寶眷踴

躍出席，共同在歡笑聲中度過一個健康、趣味的週末假期，除了增進七社彼此情誼外也促進寶眷

們融入扶輪大家庭。 

中和烘爐地除了神威顯赫、香火鼎盛讓信眾絡繹不絕外，其地理位置視野良好，可一覽無遺

中永和地區的景緻，遠眺可看到觀音山以及台北 101，是全家大小出遊的好去處。上午十時，由

本社 P.P.AL 與板橋北區社 Banker 聯合主持，一一介紹各社社長暨社友寶眷鼓舞士氣，緊接著帶

動唱時間由救國團鄭美淑老師帶領大家做「國民健康操」舒展筋骨，熟悉的音樂聲彷彿回到學生

時代，讓人感到年輕、活潑。隨後進行熱鬧非凡的「趣味競賽」。此次安排了四項趣味競賽「揮

灑自如」、「八仙過海」、「同心協力」、「脫胎換骨」，只見現場歡呼聲、加油聲此起彼落，大家皆

使出渾身解數，希望為社內爭取最高榮譽和佳績， 經過一個多鐘頭的激烈競賽，當然輸贏見分

曉，但歡樂氣氛不停歇，因為另一個重頭戲「摸彩」時間到了，這 101 份摸彩品到底獎落誰家，

只見人人手中一張券希望無窮。 

感謝 D.G.David、D.G.E.Ortho、A.G.Oral、D.V.S.Green、第二分區七社社長(板橋社 Lawyer、

板橋北區社 Benz、板橋東區社 Lobo、板橋南區社 Safe、板橋西區社 Jay、板橋中區社 Lili、板

橋群英社 Norman)慷慨贊助摸彩品，以及各位社友、寶眷們的熱情參與，使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實踐「參與扶輪.改變人生」的扶輪精神。 

  

 

 

 

 

 

 

 

 

全體合影留念                         趣味競賽「脫胎換骨」第一名 

 

網路笑話~ 
某國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反韓熱潮，政府下令將國內所有跟韓國有關的商品全數驅逐回國… 
碼頭邊，韓貨們排隊等著搭上遣返他們回國的船。 
三星電視和 LG 電視手牽著手排在最前面，現代汽車跟在後頭，韓式泡菜也在隊伍之中。 
韓式泡菜發現包心菜竟然也在隊伍之中，於是就過去問他。韓式泡菜：「你怎麼來啦?」 
包心菜淚眼汪汪的說：「他們說我是高麗菜…」。 
然後看到排在包心菜後面的蔥，大家也很好奇為什麼他會出現。蔥說：「他們說我是三星出產 
的」。之後，泡菜發現旁邊竟然還有巧克力。很訝異的問他：「巧克力，你怎麼也在這?」 
蔥說:「對啊，你不管是念成台語、英語、菲律賓話、什麼語言都跟韓國沒關係啊！你怎麼會 
在這?」只見巧克力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說：「因為我含果仁…」。 
接著，韓式泡菜遠遠望見台灣地瓜垂頭喪氣的走在隊伍的最後頭，感到相當訝異！「你是土生 
土長的台灣地瓜，來這兒排什麼隊啊?」地瓜哭喪著臉，幾近崩潰的說：「因為我是〝韓籍〞」。 



本週節目 

十二月七日 

第 1384 次例會 

 召開第二十七屆常年大會，選舉第二十八屆

(2014-2015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二十八屆(2014-2015 年

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四日 

第 1385 次例會 

【社區服務-頒發聖誕禮物弱勢家庭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0 份 

 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11月 30日   第 138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lumi、Archi、Coach、Dental、Frank、 

Herbert、Jeremy、Kevin、Lawyer、 

Ming-Long、Smile、Sky、Tiger、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First、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1月 30日   第 1383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694,200

ENT 1,000 Land 1,000

Eric 3,000 Lobo 6,000

Fuku 1,000 Otoko 2,000

Hero 1,000 Picasso 3,000

Jason 2,000 Stock 1,000

Junior 2,000 Tom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27,000 總計：    $721,2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562,900

Just 5,200 Junior 7,700

Bright 5,200 Sun-Rise 5,200

小計：     $23,300 總計：     $586,200

 

丙、拍賣收入 承上期：        $0

Lobo 2,000  

小計：      $2,000 總計：       $2,000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陳騰駿社友夫人(37.12.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37 年 

 

社區服務~頒發扶青團年度經費 

時    間 :12 月 28 日(星期六)13: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