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22 日   第 1395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Just、Alumi、P.D.G.Trading、

P.P.George 夫人、Jeremy 夫人、Otoko 夫人、

Kenny 夫人、P.P.ENT 夫人、P.P.Cathay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Life、Junior 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三月一日(星期六)第 1396 次例會，適逢

二二八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2) 尚未繳納社費、爐邊會分攤款之社友，敬

請於下次例會攜帶繳納。 

(3) 四月十三日(星期日)-四月十七日(星期

四)訪問日本高田東扶輪社，團費四萬一

千元，社內補助參與之社友伉儷每位四千

元，欲參加者請告知余 s。 

 社務討論會由社長 Lobo 代理主持，討論是否

社友製作獵裝，此外請房東向管理中心提議大

樓停車場是否能開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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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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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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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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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2013年 

得獎簡訊作品 
                  ~感謝社友 Master 提供 

<首獎>： 

兒子，既然上網吃到飽，晚餐我就不煮了！ 

<二獎>：  

女兒，本月信用卡帳單已收到，刺激歐洲 

經濟非汝一己之力可及，宜審慎量力而為。  

<三獎>： 

媽，是出櫃，不是上櫃！ 

<佳作>： 

兒子，至少詐騙集團要錢之前會先聊一下天。 

<佳作>： 

家裡的事妳說的就算，我說的就算了！ 

<佳作>： 

你叛逆期又怎樣？老娘現在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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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姓名 Nick Name 備註 

黃文平 Alumi  

葉進一 V.P.First 服務計畫組 

李水日 P.P.George  

劉炳宏 S.Hero 提案討論會 

黃伯堯 P.P.Jack  

郭昭揚 P.P.James 扶輪基金組 

謝堂誠 I.P.P.Land  

羅國龍 P.Lobo 提案討論會 

黃明志 P.P.Long  

邱明政 P.P.Masa  

賴建男 P.E.Otoko 行政管理組 

陳萬祥 Roberta  

李榮鏗 P.P.Smile  

劉炳華 P.P.Stock 社員服務組 

吳振斌 P.P.Tea  

蕭慶安 Tiger  

林順正 Tom  

郭道明 P.D.G.Trading 公共形象組 

黃文龍 P.P.Wood 
地區領導人培養

研討會 

郭林美惠
P.D.G.Trading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廖秀蘭 P.Lob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董秀琴 S.Her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林淑容 P.E.Otok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備註：請上述人員穿著正式服裝出席。 

 

社區服務- 

珍愛生命音樂會 
時間：3月 22 日(星期六)19: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主辦：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協辦：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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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三、出席：略 
四、主席：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Lili、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Norman 

紀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Peter Chin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區七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7 日 

(星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由板橋扶輪社、板橋西區扶輪社主辦。 
六、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第 24 屆地區年會總監之夜第二分區表演節目，請討論。（提案人：板橋中區社：P. Lili） 
說  明：今年地區年會總監之夜第二分區表演節目－太鼓，預計教學 4 次(1 次 2 小時 5,000 元) 

另租借太鼓 10 個（以 1 個月計）含運送共 10,000 元，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A.G. Oral 贊助 10,000 元；第 1 次教學時間訂於 3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30 至 4：30，假六社會議室，請 A.G. Oral 和 D.V.S. Green 和各社社長、秘書踴躍參 
與。 

七、活動報告： 
<一>2 月 22 日舉行扶輪基金研習會，希望各社能尋找並培養申請扶輪獎助金的人才，以順利推動 

各項服務。（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P.P. Long-Life） 
<二>各社授證日期： 

1、3 月 3 日(星期一)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紀念慶典，假吉立餐廳－中和店。 
2、3 月 8 日(星期六)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3 週年紀念慶典，假西門紅樓 2 樓劇場。 
3、5 月 2 日(星期五)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紀念慶典，假麗寶百貨喜宴軒。 
4、5 月 5日(星期一)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紀念慶典，中和宸上名品。 
5、6 月 1 日(星期日)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 27 週年紀念慶典，假吉立餐廳-中和店。 
6、6 月 10 日(星期二)板橋扶輪社授證 47 週年紀念慶典，假天成 TICC 會館。 
7、6 月 20 日(星期五)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紀念慶典。 

八、感謝： 
<一>地區總監 D.G. David 提供洋酒乙瓶。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P. P. Long-Life 提供花生糖。 
<三>贊助此次餐敘：（共 8,500 元）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Oral 2,000 元、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reen 1,500 元。 
板橋社 P. Lawyer、板橋北區社 P. Benz、板橋東區社 P. Lobo、板橋南區社 P. Safe、板橋西區 
社 P. Jay 各 1,000 元。 

九、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Norman 宣佈散會。 

來函照登~第 24 屆地區年會職業交流展覽攤位登記報名 
說明：  

一、第 24 屆地區年會特別規劃於典華大直館一樓大廳右側，設置 10 個職業交流展覽攤位，歡迎社友登

記報名，相關規定如下： 

二、時間：103 年 4 月 19 日(六)11：00~19：00、4 月 20 日(日)09：00~14：00 

    地點：典華大直館 1樓右側 

    攤位：單一面積 180 公分 X90 公分 

    費用：每一攤位以社友名義贊助大會 8仟元 

    進場：4月 19 日上午 10：50(待大會報到結束後) 

    退場：4月 20 日下午 15：00 完成退場 

    抽籤：4月 19 日上午 9：00 於現場抽籤攤位位置 

三、有意願參展之社友，請於 103 年 3月 18 日(星期二)前填妥附件參展申請書。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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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三月十五日 

第 13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邱仁賢 

 主  講  者：流行音樂講師 石春山先生 

 講      題：音樂與人生 

   

敬祝 生日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42.03.09) 

黃明志前社長(24.03.1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振哲社友(78.03.12)25 年 

林忠慶社友(78.03.12)25 年 

 

~賀~ 

前總監郭道明(P.D.G.Trading) 

代表 R.I.社長朗.伯騰，出席國際 

扶輪 3470 地區 2014/3/8-2014/3/9 

第 30 屆地區年會假雲林科技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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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2月22日   第139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Coach、Dental、Herbert、 

Just、Ming-Long、Sky、Smile、Tom 

三、祝您旅遊愉快! 

    Frank、George、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2月22日   第139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05,150
AL 100 Kenny 2,000
Cathay 2,000 Land 1,000
ENT 2,000 Life 2,000
Eric 500 Lobo 3,000
Fuku 1,000 Masa 1,000
Hero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hige 400
Jason 1,000 Stock 1,000
Jeremy 2,000 Trading 3,000
Junior 2,000  
小計：     $27,000 總計：   $1,032,1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29,600
Gary 5,200 Shige 5,200
Bright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84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