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31 日  第 1422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主持： 

聯迎褓姆 P.P.Lion、P.P.Masa 公子邱顯忠

先生、千金邱玉芬小姐、孫子邱奕淳先生、

P.P.Geroge 公子李明竹先生、李文中先生、

李春霖先生、媳婦張秀玲小姐、孫子李儒杰

先生、李儒奇先生、P.P.Fuku 峯孫子林柏 先

生、孫女林姿妤小姐、Bright 千金劉雅蘭小

姐、社長 Otoko 公子賴彥廷先生、賴冠廷先

生蒞臨本社。 

歡唱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兒像檸

檬」。 

祝福壽星 Justice、Aero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Stock 結婚 31 週年快樂! 

 秘書 Duval 報告： 

(1) 感謝社長 OTOKO 致贈全體社友肉乾禮

盒。 

(2) 感謝 PP GEORGE 公子李文中先生致贈全

體社友蛋糕。 

(3) 社區服務-世界清潔日，謹訂於九月二

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介壽

公園舉行，中午十二時七扶輪社假土城

海霸王餐廳用餐。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

躍報名參加，屆時穿著社長 OTOKO 致贈

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4) 社友陳嘉偉(Junior)母親陳林數老夫

人，慟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八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十分壽終內寢，享

年九十三歲。告別式謹訂於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上午八時四十分公祭假板橋

殯儀館崇義廳舉行。 

(5) 下週六例會適逢中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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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秋季旅遊-花蓮美崙二日遊，火車票要

訂票了，臨時不克參與者，請務必告知

余 s。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金榜題名獎學

金、紀念品，恭喜 Bright 千金劉雅蘭小姐、

P.P.Fuku 孫子林柏峯先生、P.P.Fuku 孫女

林姿妤小姐、P.P.George 孫子李儒奇先生、

P.P.Masa 孫女邱麗心小姐、P.P.Masa 孫子

邱奕淳先生，邁入人生新里程碑。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九-十一月份夫人

生日禮券，敬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

駐。 

 感謝第二組爐主：Aero、Bright、P.P.ENT、

Frank、P.P.James、P.P.Just、P.P.Land、

P.P.Lobo、P.P.Smile、P.P.Sun-Rise、Tom、

Toms、P.P.Wood，準備美酒、佳餚宴請我們。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8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恭喜 Bright 千金考上新生醫專                 恭喜 P.P.Fuku 孫子考上清大動力機械系 

 

 

 

 

 

 

 

 

 
 

恭喜 P.P.Fuku 孫女考上北一女中             恭喜 P.P.Geroge 孫子考上台大法律系             

 

 

 

 

 

 

 

 

 

 

 
恭喜 P.P.Masa 孫子考上交大外文系           社長 Otoko 頒發 9-11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13 日(星期三)09:00 

地點：三重社教館(三重區集美街 60 號) 

中秋節是中國三大節慶之一，本社連續第八年與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攜手合作，在中秋節

前夕舉辦捐血活動，除了希望能讓民眾提早感受過節氣氛，品嚐台灣道地的糕點美味外，也期

待藉由這濃濃的人情味以及滿滿的幸福，激勵民眾捐血救人的意願，而我們所贈送的糕餅，更

是新北市糕餅商同業公會會員所提供的優良產品，讓我們募集了 153 袋的熱血，期望能為血庫

盡棉薄之力。 

 

 

 

 

 

 

 

 

社長 Otoko 暨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本社頒發紀念品(月餅)贊助款一萬元。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救生器材暨表揚志工 

時間：8月 24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限森林遊樂園區 

時序進入夏季，我們都曾經在全省各河海域看見身穿紅色短褲的紅十字會救生員，站在岸邊守護

著遊客的安全。多年來紅十字會為台灣培育了數以萬計的水上安全救生尖兵，更挽回了無數個寶

貴的生命，所以當大家說到紅十字會的救生員時，都會豎起大拇指說“讚”。本社，感謝也敬佩

這些志工人員們堅持守護遊人安全!! 

 

 

 

 

 

 

 

 

 

 

社長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本社頒發二萬元(二十支救生浮標)並表揚二位優秀志工人員 



本週節目 

九月十三日 

第 142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葉進一 

 主  講  者：音樂玩家 張林峰先生 

 講      題：遇見音樂、遇見幸福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日 

第 142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祐福 

 主  講  者：民視國際新聞主播  

閔傑輝先生 

 講      題：如何掌握一生報酬率最大的 

投資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 08月 31日   第 142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Kevin、Lawy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Wood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李水日 US$1,000. 羅國龍 US$1,000.邱明政 US$1,000. 吳振斌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邱明政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江基清 NT$10,000. 邱顯清 NT$10,000. 章明仁 NT$10,000. 王信興 NT$10,000. 
呂仁團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邱仁賢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林同義 NT$10,000. 蕭慶安 NT$10,000. 
劉炳宏 NT$20,000. 黃文龍 NT$20,000.  
羅國龍 NT$30,000. 陳萬祥 NT$30,000.邱明政 NT$30,000. 李水日 NT$50,000. 
郭道明 NT$600,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碩士班冠名獎學金】 
張富逸 NT$150,000.葉進一 NT$150,000.郭昭揚 NT$150,000. 賴建男 NT$150,000. 
劉炳華 NT$150,000.板橋東區扶輪社 NT$150,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郭祐福 NT$200,000. 
 

2014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現，

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