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當選 
陳萬祥社友 

榮膺本社 2015~2016 年度 

(第二十九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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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7日舉行常年大
會並於當日召開2014~2015年度(第二十八屆)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選
陳萬祥社友為 2015~2016 年度社長當選人。 

2014-2015 年度 

(第二十八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劉孟賜 Bright 

2.  章明仁 Duval 

3.  張富逸 P.P.Eric 

4.  葉進一 P.P.First 

5.  劉炳宏 Hero 

6.  黃伯堯 P.P.Jack 

7.  張正鳴 Jason 

8.  呂仁團 Kenny 

9.  謝堂誠 P.P.Land 

10.  羅國龍 Lobo 

11.  賴建男 Otoko 

12.  陳萬祥 Roberta 

13.  張茂樹 P.P.Shige 

14.  劉炳華 P.P.Stock 

15.  陳偉信 Toms 

後補 1 連耀霖 Lawyer 

後補 2 周正義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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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07 日   第 1384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mile、Handsome 夫人，生日

快樂! 

祝福 P.P.ENT 結婚 37 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二十八屆理事當選

人第一次籌備會議，敬請理事當選人留

步參與會議。 

(3) 社區服務-書法比賽頒獎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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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區服務-頒贈300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

庭孩童，謹訂於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社館舉行。 

(5)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謹訂於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新北

市高工舉行。 

 社長 Lobo 主持常年大會，本週六例會，應

出席社友五十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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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屆(2014-2015 年度)理事當選人。 

委由 Lawyer 擔任發票人.監票人、Junior

擔任唱票人、Life、Polo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三十七張、實際投票數

為三十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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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頒發聖誕禮物 

451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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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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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宏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4 第 1388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 

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農會舉 

行。 

        01/11 第 1389 次例會，「台灣森林保 

育新思維」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所長 黃裕星先生。 

        01/18 第 1390 次例會，「說話的藝術」 

台北福友扶輪社社長 楊少明先生。 

        01/25 第 139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二月份行事曆 

        02/01 第 1392 次例會，適逢春節連續 

假期，休會乙次。 

        02/08 第 1393 次例會，延至二月九日 

(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女賓夕暨第三 

次爐邊會議假板橋擔仔麵舉行。 

        02/15 第 1394 次例會，「台灣俗諺的 

智慧」廣播節目主持人 高志斌先生。 

        02/22 第 1395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活動」經費

五千元，謹訂於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假板橋火車站地下樓舉行。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板橋東區扶青團與土城扶青團-聯合捐

血活動，謹訂於一月五日假土城舉

行，是否贊助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贊助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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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 

三、出席：應出席：14 位、實際出席：12 位、列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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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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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列席：地區總監吳維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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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afe  

  紀錄：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 Marker  

六、由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afe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afe 致詞：很高興主持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第二分區各項

活動有助理總監 Oral、地區副秘書 Green 的領導，以及總監 David、總監當選人 Ortho 參與，

各項社區服務推動都很順利。今天要討論的議題，希望大家都能提出寶貴意見，共同討論達

成共識。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 D.G. David 致詞：昨天地區舉行愛的輪轉音樂會感謝各位的支持，圓滿完成。寶

眷社友推行至今非常成功，請還沒報名的社積極參與。世界年會定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假

澳洲雪梨舉行，3490 地區預計 300 位社友寶眷參加，閉幕典禮有安排 2014-2015 年度 RI 社

長 Gary 就職演說，請大家踴躍參加。 

<二>地區總監當選人 D.G.E. Ortho 致詞：世界年會新北市第二分區可以考慮自己組團參加。3490 

地區有 12 個分區，RI 規定一分區 4-5 社最為適當，是否再增加社或分區是可以規劃的。 

2014-2015 年度團隊已經開始分區聯誼了，與明年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Long-Life 聯繫希望各社能鼎力支持。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Oral 致詞：地區舉行愛的輪轉音樂會 95％滿場很成功，希望明年 

新北市第二分區能推出受贈的弱勢團體。3490 地區第 24 屆地區年會定於 2014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六）假大直典華餐廳舉行，二分區要準備一個節目表演。世界年會請大家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前報名，報名費有優惠並且會安排第一梯次進場比較隆重。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reen 致詞：祝大家身體健康；社運昌隆。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3 日

【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六扶輪社會議室舉行。 

說  明：由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開會時間改為下午 4點，地點不變，晚上 6點餐敘，用餐地點主辦社再通知。  

第二案：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是否邀請 2014-2015 年度第二分區七社社長及秘書共同

參與，請討論。（提案人：板中社社長 Lili）   

說  明：往例於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邀請下屆社長秘書參與。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4日(星期六)中午十

二時假新北市農會舉行，邀請三勝製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勝通董事長蒞臨演講

「跟著董事長遊台灣」。  

說  明：由板橋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 

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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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 

」。提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社 P.Lawyer) 

說  明：D.G.David 邀請韓國3750地區交換美金6,000元，板橋社美金2,000元，各社美金1,000 

元，總監美金 5,000 元，RI 總補助美金 15,000 元，合計美金 34,000 元，請板橋社日本 

的和歌山姊妹社當監督社，可購置 11 台心臟電擊器(AED)。預計 11 月 19 日向 RI 提出 

申請。 

決  議：建議新北市衛生局將 11 台心臟電擊器(AED)放置在板橋地區各火車站、捷運站及公車

轉運站，宣導民眾使用。  

十一、活動報告： 

  (1) 感謝二分區 A.G. Oral 提供陳年高粱酒乙瓶。  

(2) 感謝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 提供 Blue Label、HennessyXO、Royal Salute21 年各乙瓶。 

(3) 感謝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afe 於板橋吉立餐廳設宴及 Royal Salute21 年招待，並贈送各社

社長、秘書及總監團隊每人南蠻堂加壽蛋糕一條。 

十二、會議於下午 6時圓滿結束，由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afe 宣佈散會。 

 

  第二十八屆(2014-2015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章明仁 

五、出席：劉孟賜、章明仁、張富逸、葉進一、 

劉炳宏、張正鳴、呂仁團、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 

劉炳華、陳偉信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社第二十九屆(二○一五~二○一六年 

度)社長當選人陳萬祥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四~二○一五年度秘 

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 

請討論。 

決  議：秘書-章明仁、 

會計-黃伯堯、 

糾察-陳偉信、 

出席-楊耀程、 

聯誼-江基清。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一四~二○一五年度 

五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張茂樹、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張富逸、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葉進一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陳萬祥。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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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 :1 月 4 日(星期六) 

12:00 用餐、13:00 鳴鐘開會、 

13:40 專題演講、14:45 鳴鐘閉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主講人：「跟著董事長遊台灣」 

創辦人 戴勝通先生 

講  題：歡喜遊台灣 



 

 

2013 年一萬個圓夢計劃頒獎典禮程序表 
 

13:00 (1)社長鳴鐘開會、致詞 社長 羅國龍 Lobo 

 (2)介紹貴賓 聯誼 洪敏捷 P.P.ENT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秘書報告 秘書 劉炳宏 Hero 

 (4)糾察活動 糾察 張正鳴 Jason 

 (5)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致詞 理事長 周希諴 George 

 (6)社區服務~ 

捐贈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409 份聖誕禮物 

社長 羅國龍 Lobo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7)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致詞 主任 周大堯先生 

 (8)社區服務~ 

共同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0 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9)台灣慈幼會會長致詞 會長 李榮鏗先生 

 (10)社區服務~ 

共同捐贈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邱仁賢 Sunny 

 (11)出席報告 出席 陳嘉偉 Junior 

 (12)糾察報告 糾察 張正鳴 Jason 

14:00 (13)社長鳴鐘閉會 社長 羅國龍 Lobo 

 (14)全體合影留念  

 
  

Merry Christmas!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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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 138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吳得利 

 主  講  者：財經作家 阮慕驊先生 

 講      題：全球經濟和東協房產展望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12月 07日   第 138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Cathay、Dental、 

Herbert、Just、Ming-Long、Picasso、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Gary、Tony 

第 27 屆第二次內輪會 

時    間 :12 月 23 日(星期一)12:00 

地    點：板橋豐華小館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2月 07日   第 138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21,200

AL 1,000 Jeremy 2,000

Duval 1,000 Kenny 1,000

ENT 2,000 Land 1,000

Eric 1,000 Lobo 3,000

Handsome 2,000 Otoko 3,000

Hero 1,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Tiger 3,000

Jason 1,000 Toms 3,000

小計：     $27,000 總計：    $748,200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光明社友(41.12.14)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蔡宗原社友夫人(57.12.17) 

 

恭喜 

社友陳萬祥(Roberta)與陳又禎小姐謹訂 

於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9日(星期日)晚上 

六時假台北圓山大飯店 V 樓敦睦廳舉行 

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國 龍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