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15 日   第 1394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台中湯尼英日語 補習班主任陳志

鵬先生、助理潘孟宇先生、土城中央扶輪社社

友林金結先生、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

社。 

祝福 Picasso 夫人、Lawyer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聯誼 P.P.ENT自掏腰包買彩券做有獎

徵答活動。 

(2) 感謝土城中央扶輪社社友林金結先生致

贈與會人員花生糖。 

(3) 例會結束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全體

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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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Smil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志鵬先生(Tony Chen)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芬蘭大學 TESOL 與雙語教 

育雙科碩士 

現任：台中湯尼英日語補習班主任、 

全省湯尼陳英語數位學院校長、 

沈玉琳哇哈哈製作公司學者藝人、 

台中市外語服務協會創會會長。 

出版：全民英檢叢書、 

學好英語 every day、 

如何克服學習英語的障礙、 

片語這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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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湯尼英日語補習班主任  

陳志鵬先生(Tony Chen) 

1.你心目中對湯尼陳看法為何?                       

2.我人生曾遭遇的困境有那些? 

  A:平凡的外表  

B:溫柔的個性  

C:獨特的嗓聲 

  D:渴望的愛情  

E:演藝圈的怪咖 

F:無端被告性騷擾 

3.如何扭轉人生困境： 

A.用幽默感解決紛爭    

B:要有信心不要氣餒 

C:化缺陷為特色 

D:不斷學習投資自己  

E:離開現場不正面衝突  

F:多與人接觸貴人才會出現 

G:要主動拜託人機會自然來    

H:要心存感恩福份會不斷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主任陳志鵬

先生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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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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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明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5 第 1401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連續

假期，休會乙次。 

        04/12 第 1402 次例會，「旅遊與藝術」

專業畫家 陳秋玉小姐。 

        04/19 第 1403 次例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假大直典華

舉行。 

        04/26 第 1404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二十七週年慶典晚會表演節

目。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秘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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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時間：3月 17 日(星期一) 

比賽地點：鴻禧大溪高爾夫球場 

報 名 費：每人＄1000 元，報到時當場 

再退 500 元，未報到者不退費。 

果 嶺 費：一律 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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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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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卓越扶輪社創社授證】 

時間：3月 16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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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時間：3月 15 日(星期六)09:00 報到。 

地點：天成大飯店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參加：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郭道明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 王世原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主委 李榮鏗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主委 劉炳華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 

國際扶輪新世代交換（NGE） 
一、短期交換為期 6~8 週，扶輪社友子女

及非扶輪社友子女皆可提出申請，但

必須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 

二、今年西班牙馬德里釋出二個新世代交

換（NGE）名額供台灣學生做參訪、交

流，如 貴社學生符合以下條件，請填

妥附件報名表後，於 201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前回傳至地區 RYE 辦公

室： 

（1）年齡限制：18 歲以上，未滿 30 

歲。 

( 2）特殊能力：請檢附英文或西文能 

力證明，以及 800-1,000 字英文 

自傳一篇，包含自己到西班牙興 

趣學習的事項。 

待 RYE 辦公室收齊報名後，將另行告 

知初審通過者面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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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笑話 
情人節與清明節有何不同?都是燒錢。 

情人節燒真錢，清明節燒紙錢。 

情人節說鬼話給人聽， 

清明節說人話給鬼聽。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二日 

第 139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三月一日 

第 1396 次例會 

 適逢 228 連續假日，故經理事會決議 

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三月八日 

第 139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江基清 

 主  講  者：房產教父 田大權先生 

 講      題：2014 房事、大勢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黃文平社友(59.03.01)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周肇原社友夫人(59.02.28) 

賴建男社長當選人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62.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29 年 

陳嘉偉社友(71.03.07)3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2月15日   第139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Gary、Frank、Herbert、 

Kevin、Ming-Long、Tom、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2月15日   第139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66,950

AL 1,000 Land 1,000

Cathay 1,000 Lawyer 2,000

Coach 1,000 Lobo 3,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Otoko 2,000

Eric 500 Picasso 3,000

First 1,000 Polo 1,000

George 200 Roberta 1,000

Hero 1,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ock 1,000

Jason 2,000 Sky 1,000

Jeremy 4,000 Sun-Rise 1,000

Just 500 Tony 1,000

Kenny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8,200 總計：   $1,005,1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16,700

Junior 7,700 Sun-Rise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829,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