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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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板橋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

辦。 

 下午一時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 

 板橋群英扶輪社 Alex、Ming 主持聯誼活動，

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主講先生你

好嗎?」、「用愛轉動千萬年」、「生日快樂」、「結

婚週年快樂」。 

 在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地區總監 David

致詞後，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 Peter Chin

做七社秘書報告，板橋群英扶輪社 Michael 報

告七社出席情況。 

 由 P.D.G.Victor 介紹主講人，跟著董事長遊

台灣創辦人 戴勝通先生。 

歡喜遊台灣 

  

 

 

 

 

 

 

 

 

 

 

 

跟著董事長遊台灣創辦人 戴勝通先生 

跑遍世界一百餘個國家，讓熱衷美食與旅

遊的戴勝通，累積了相當的心得，由企業家轉

為生活品味家的他，深深發現自己最愛的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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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而台灣的美更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

的。多年來他利用工作之餘，以品味生活的角

度，品嚐美食、體驗民宿，並把自己觀察台灣

餐飲以及旅遊發展變化，寫成「跟著董事長學

點菜」及「跟著董事長挑民宿」等系列暢銷書，

而他也總是不吝於與讀者、部落格粉絲分享他

的感動。 

【景點】： 

外傘頂州，不老部落，明池湖，住明池山莊1301

房小木屋，杉林溪瀑布、溪阿公路中途忘憂森林，

翠峰湖。 

【民宿】： 

嘉義悠遊巴斯民宿，宜蘭傳藝路 Jane 橙堡，民宿

女老闆才好，宜蘭壯圍蜻蜓石民宿，宜蘭員山希

格瑪花園城堡，宜蘭第一名民宿倆仙沐田，所有

家具淘寶網買，花蓮以合金寨(山上），花蓮斯圖

亞特海洋莊園（可看海，有游泳池）,花蓮布洛灣

山月邨，境外漂流（年輕型），台東雨田，台東長

濱灰黑橘黃，台東海邊願井，谷關松鶴部落私房

雨露，清境老英格蘭，漁池鄉峇里峇里，弗來堡，

烏布雨林餐廳，日月潭（活盆地）紅木農莊，竹

山天空的院子（台式農舍），墾丁白砂（房後有船

型海水游泳池），墾丁菩卡別館（巴里島風，只有

一個房間），屏東海境，澎湖候鳥潮間帶（老闆娘

帶你去買漁貨，回來幫你煮），金門慢漫民宿，金

門忘了飛，鼓浪嶼黑貓餐廳，金門郭厝。 

【餐廳】： 

掌上明珠（有文藝氣息），宜蘭 Live 食尚藝廊，

錢塘江，羅東饗宴，汐止食養山坊（景觀餐廳,

創意料理始祖），新社又見一炊煙，仙塘居，新社

住私房語錄，花蓮月盧，台東米巴奈，觀音水來

青舍(素食)，和樂食堂（螞蟻，田鼠,雞豬肚鱉湯

-怪菜），竹崎山門咖啡，天母東路金蓬萊，松山

土窯羊肉。 

 由板橋扶輪社社長Lawyer代表七扶輪社致贈

主講者車馬費，感謝戴董事長其精彩演說。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社長分別致贈戴董

事長小社旗。 

 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Norman 鳴鐘閉會。 

 

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1月 4日(星期六)13:00                                   

地點：新北市農會 

 

 

 

 

 

 

 

 

 

 

 

總監、前總監、七扶輪社社長與戴董事長合影留念                 與會社友 
 
 

社區服務-頒發勵志獎助金 

時間：1月 12 日(星期日)09:00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路 17 號) 

主辦：台灣慈幼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區服務-捐贈基隆地區 

弱勢團體淨水器五台 

時間：1月 14 日(星期二)10:30 

地點：基隆市政府(基隆市義一路 1號) 



總監辦事處來函~第 24 地區年會 

主旨：敬邀 貴扶輪社社友、寶(尊)眷踴躍報名參加本地區 2013-2014 年度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 

請查照。 

說明： 

一、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即將舉行，誠摯歡迎全體社友、寶(尊)眷踴躍報名參加。 

二、地區年會舉辦之時間、地點及費用說明如下： 

1.時間：2014 年 4 月 19～20 日（星期六～日） 

2.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台北市植福路 8號） 

3.費用：（1）基本費：依各扶輪社 2013 年 12 月 31 日社員人數，每人應繳基本費 NTD600 

元，寶尊眷社友無須繳交基本費(請於報名時一併繳納)。 

（2）註冊費：與會社友(含寶尊眷社友、寶尊眷及其他地區社友)，每人為 NTD2400 

元，花蓮分區社友將由松山火車站接駁至會場。 

三、為利地區年會籌備，懇請 貴社自2014年1月10日(星期五)至2014年2月27號(星期四)18:00 

前，請各社直接連結進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後，註冊費依報名人數 

計收，不再退費。http://24thconference.rid3490.org.tw/ 
 
 

2013-14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名單 

三四九○地區（包含宜蘭、基隆、新北市、花蓮各縣市-合計32位，博士11位，碩士21位) 
 

推薦社 得獎學生 所屬學校 級別 推薦社 得獎學生 所屬學校 級別

蘇澳社 蘇子森 清華大學 碩一 新莊東區社 施慧侖 輔仁大學 碩三

羅東西區社 林瑋儒 陽明大學 博三 新莊東區社 顏詩芸 交通大學 碩一

羅東西區社 徐家康 交通大學 碩一 土城中央社 鄧亘皓 台灣大學 博一

羅東中區社 謝芷瑜 佛光大學 碩二 三重三陽社 許哲瑋 交通大學 碩二

基隆西北社 周明賢 中華科技大學 碩一 新莊中央社 王潔 清華大學 碩三

板橋社 黃盈庭 台灣科技大學 碩二 新莊中央社 張群 輔仁大學 碩二

板橋北區社 盧秉謙 台灣大學 碩一 三峽社 游潔雯 國立體育大學 博三

蘆洲社 黃品淳 台灣大學 博四 三峽社 謝雨純 台北大學 碩三

板橋東區社 邱崇樺 交通大學 博三 三重千禧社 吳品儒 交通大學 碩二

板橋東區社 蔣孝鴻 台北科技大學 碩一 土城山櫻社 張玉漢 台灣藝術大學 博三

林口社 陳盈秀 彰化師範大學 碩三 花蓮社 何偲瑜 台北科技大學 博四

五工社 陳詳衡 中央大學 博五 花蓮港區社 高鳳霞 台灣大學 博四

五工社 劉承胤 中央大學 碩一 花蓮港區社 陳恆鳴 東華大學 博四

三重南欣社 吳宗翰 台北科技大學 碩二 花蓮港區社 張子媛 清華大學 碩二

樹林芳園社 詹博強 陽明大學 碩一 花蓮港區社 孫晨翔 台南藝術大學 碩二

樹林芳園社 黃麗玲 台北大學 碩二 新荷社 林原佑 台灣大學 博四

 
 



本週節目 

一月十一日 

第 138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秘書 劉炳宏  

 主  講  者：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所長 黃裕星先生 

 講      題：台灣森林保育新思維 

 

下週節目 

一月十八日 

第 139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張茂樹  

 主  講  者：尚揚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楊少明先生 

 講      題：幽默溝通說話術 

 

敬祝 生日快樂! 

林順正社友(43.01.15) 

劉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24.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友(76.01.11)27 年 

劉孟賜社友(88.01.11)15 年 

黃文平社友(82.01.12)21 年 

羅致政社友(90.01.17)13 年 

 

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 

時間：1月 11 日(星期六)11:00 

地點：板橋火車站地下樓廣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1月04日   第1388次例會) 

一、社員人數：                       54 名 

出席人數：                       30 名 

缺席人數：                       17 名 

出國人數：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6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Cathay、Dental、 

Duval、Gary、Frank、George、Herbert、 

Jeremy、Just、Kevin、Ming-Long、Tiger、 

Tom、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1月04日   第1388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2,600
Picass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27,800

 

本社訊 

前社長江基清(AL)父親江再煤老先生告別

式，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下午一時二十分假板橋殯儀館景

福廳舉行。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爐主：張宏陸、程文金、張富逸、王信興 

賴光明、周肇原、鄭德文、蔡宗原 

連耀霖、李錫泉、賴建男、薛松茂 

蕭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