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09 日   第 1393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來社友 Archi 公子林為晟、P.P.Cathay

公子程柏恩、千金程千珍、P.P.Eric 公子張

皓翔蒞臨本社。 

祝福社友 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社長 Lobo 致贈與會人員彩券。 

(2)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假鴻禧大溪高爾夫球場舉行，報

名費每人一千元(報到時當場再退五百

元)，欲參加之社友、寶眷告知余 s。 

(3) 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謹訂於四

月十三日(星期日)-四月十七日(星期

四)，社內將補助參與之社友伉儷，每位

四千元，敬請踴躍報名參與。 

(4) 春季旅遊北埔一日遊，謹訂於三月二十三

日(星期日)舉行，敬請社友寶眷盡速報名

參與。 

(5) 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二十日(星期日)假大直典華旗

艦店舉行。敬請欲參加之社友盡速報名。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社長 Lobo 頒發一月至三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敬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感謝第三組爐主：Aero、P.P.Cathay、

P.P.Eric、Gary、Herbert、Jeremy、P.P.Just、

Kevin、Lawyer、Ming-Long、Otoko、

P.P.Sun-Rise、Tiger，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大

家。 
 

網路笑話 

醫生正準備給男子動手術，男子不放心的看了

醫生一眼。突然，男子驚恐的滾到床底哭嚎

道：“快給我換醫生！他的文憑是我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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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東區扶輪社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2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南擔仔麵餐廳 

 

 

 

 

 

 

 

  

社長 Lobo 敬祝全體社友寶眷恭喜新年快樂                   感謝爐主宴請大家 

 

 

 

 

 

  

 

 

 

社長 Lobo 頒發 1-3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高聲歌唱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扶輪基金 

研習會、獎助金研習會 

時間：2月 22 日(星期六) 

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參加：賴建男、章明仁、葉進一、黃伯堯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2月 23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社長當選人 Otoko 有請 

時間：3月 9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主 旨：熱情邀請 貴扶輪社社友、配偶踴躍報

名參加本地區 2013-2014 年度「總監

盃」高爾夫球聯誼賽，請查照。 

說 明： 

一、邀請對象：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社友及其

配偶與含寶眷社友（來賓、職業選手、培

訓選手及專業教練者不計成績） 

二、比賽時間：2014 年 3 月 17 日（組別另行

通知） 

三、比賽地點：鴻禧大溪高爾夫球場(地址：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四、報名費：每人＄1000 元，報到時當場 

再退 500 元，未報到者不予退費。 

五、果嶺費：一律 2,500 元（包含桿弟、球車、 

保險等費用）。 

六、參加獎：帽子、球、餐劵 200 元、礦泉 

水 2瓶(水放於球車上)。 

友社授證 

【蘆洲扶輪社證 27 週年】 

時間：2月 2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五工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3月 5日(星期三)17:30 

地點：天成 TICC 世貿會館 2樓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3月 8日(星期六)11:30 

地點：西門町紅樓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3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店 

【三重北區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 

時間：3月 15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店 

【頭前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三重珍豪餐廳 

【土城山櫻社授證 10 週年】 

時間：3月 24 日(星期一)17:30 

地點：晶宴餐廳-板橋店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四)18:00 

地點：晶贊宴會廣場 

 

春季旅遊-北埔一日遊 
時間：3月 23 日(星期日) 

行程： 

時間 內容 

07：5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礦泉水 

甲車-四川路社館 

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9：30 【南埔農村樂】焢窯，農事

體驗之編織草繩，客家麻糬/

擂茶 DIY 

11：30 園區內享用客家梅花風味午餐 

15：20 【北埔老街】約有百年歷史的老

街 

18：00 晚餐盛宴~ 大楊梅鵝莊 

19：00 帶著美麗的回憶返回板橋囉 



本週節目 

二月十五日 

第 139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李榮鏗 

 主  講  者：台中湯尼英日語補習班主任 

               湯尼陳 先生 

 講      題：如何向挫折 Say Yes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二日 

第 139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 02月 09日   第 139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40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Dental、First、Life、Smile、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Robert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 02月 09日   第 1393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01,100

Jeremy 15,600  

小計：     $15,600 總計：     $816,700

敬祝 生日快樂! 

陳明忠社友夫人(48.02.15) 

連耀霖社友夫人(49.02.20) 

 

訪問日本高田東社行程 

時間：4月 13 日(日)~17 日(四) 

班機：中華 107 台北 07:45／富山 11:40 

中華 101 東京 14:45／台北 17:45 

團費：20~24 人每人現金: NT$ 41,000 元 

行程： 

4/13 

（日） 

台北→日本富山空港 → 新

潟上越會場 

4/14 

（一） 

HOTEL→湯田中．野猿公苑→

小布施．栗子小路→善光寺 

→ 小諸．懷古園→輕井澤 

4/15 

（二） 

HOTEL→鬼押出園→輕井澤～ 

輕井澤 PRINCE OUTLET  

4/16 

（三） 

HOTEL→川越．小江戶古道散

策 → 淺草～東京水上巴士 

4/17 

（四） 

HOTEL→成田空港或羽田空港

→台北 

 

 

3490 地區第 24 屆地區年會 

日期：4月 19 日(星期六)11:00 報到 

4 月 20 日(星期日)08:30 報到 

地點：內湖典華旗艦店(台北市植福路 8號) 

費用：(1）基本費：依各扶輪社社員人數， 

每人應繳基本費NTD600元。 

(2）註冊費：社友NT$2,400， 

寶眷NT$2,000。 

備註：欲參加之社友上述費用由社內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