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31 日  第 1444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icasso 結婚 35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望春風」、「人生」、「廟會」。 

 秘書 Duval 報告： 
(3) 春季旅遊-東勢林場一日遊，謹訂於三月

二十二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
寶眷儘速報名參加。 

(4) 恭喜社友連耀霖(Lawyer)公子連力航先
生，謹訂於三月一日(星期日)中午十二
時假大直維多麗亞酒店(台北市中山區
敬業四路 168 號)舉行結婚典禮。為安排
桌次請告知出席人數，此外禮金欲自行
處理者也敬請告知余 s。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Eric 主持。 

(1) 向社友報告六扶輪社社館因消防安檢不
合格，房東傾向由租屋者處理此問題，這
要求由租屋者承擔並不適合，因此有它社
提出社館搬遷乙事或與房東在進一步協
條互利方案。 

(2) 本年度 R.I.社長獎必備條件之一，為社內
淨成長社員一位，社長 Otoko 希請各位社
友踴躍介紹優秀人士加入板東大家庭。 

 代理出席 I.P.P.Lob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情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3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爐主：黃文平、邱顯清、張富逸、王信興 

劉炳宏、呂仁團、連耀霖、邱明政 
吳得利、林振哲、吳振斌、林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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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四～二○一五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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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三、出席： 

所屬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劉紹榮 高建順 
板橋北區社 林孔亮  
板橋東區社 賴建男 章明仁 
板橋南區社 簡榮坤 陳世通 
板橋西區社 陳文斌 謝安 
板橋中區社 蔡素珍 范秀芳 
板橋群英社 周銘秋 楊毓婷 

四、列席：地區總監：洪清暉、地區秘書：王銘聰、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李昌雄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劉炳華、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當選人：林功瑞 
所屬社 社長當選人 秘書當選人 
板橋社 王經祿 陳主義 
板橋北區社 郭世忠 王英炯 
板橋東區社 陳萬祥 謝堂誠 
板橋南區社 劉鎮洲 吳俊德 
板橋西區社 謝安  
板橋中區社 王玉芬 徐若綺 
板橋群英社   

五、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Teacher、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Tina 
紀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Tim、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Happy 

六、主席致詞： 
<一>主辦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Teacher 致詞：今天共同主席 Tina 社長、D.G. Ortho、D.S. Pioneer、

A.G. Long-Life、地區財務長 P.P. James、2014~15 社長、秘書及 2015~16 團隊大家好！今天
是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首次邀請 2015~16 團隊參加，代表 2014~15 對 2015~16 有交接、
傳承的意味，今天適逢第二分區聯合例會，很開心各社踴躍出席，今年各項活動也都接近尾聲，
所以今天的議案只有一個，如果各位有臨時動議也希望可提案討論，會後餐敘請各位留步，祝今
天會議圓滿成功。 

<二>主辦社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Tina 致詞：Teacher 社長、D.G. Ortho、D.S. Pioneer、A.G. 
Long-Life、地區財務長 P.P. James、2014~15、2015~16 社長、秘書及團隊大家午安！中午因
為臨時有事所以無法參加聯合例會，但社秘會我還是趕到了，因為能和同學們見面、聯誼是非常
開心的事，很開心 2015~16 也開始實習，希望今天會議圓滿。 

七、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 D.G. Ortho 致詞：今天共同主席 Teacher 社長、Tina 社長、D.S. Pioneer、A.G. 

Long-Life、地區財務長 P.P. James、2014~15、2015~16 團隊大家午安！2014~15 地區的工作也
陸續完成，感謝 A.G. Long-Life 在地區最後一個活動－地區成年禮，第二分區大力的幫忙，使
得此活動圓滿成功；社員的淨成長截至目前為止是 11 名，寶眷社友是 63 名，希望能拜託大家
社員成長能達到 10％，寶眷能達到 65％；至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希望各社能統一捐款（每社每
名社友 600 元），以便提供國外學生到台灣學習，希望各社社長做為下半年度共同努力的部分；
至於扶輪基金捐獻全 3490 地區十二分區第二分區離第三分區還差一點點，如果社長部分再努力
一下，我想應該可以超越第三分區成為第一名，希望為了 3 年以後 3490 地區分享制度大家多支
持；地區年會註冊第二分區註冊的比例大約 46％，希望今年能成為標竿我預估在 55％~60％（社
友+寶眷）在此，非常感謝第二分區各社對我的支持；世界年會希望各社稍微考慮一下，如果時
間能允許請先行註冊（早鳥優惠），由誰代表可再另行討論，目前已有快 200 人報名，距當初



承諾 RI（300 人）尚有一段距離，拜託在下一個早鳥優惠截止前報名。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也祝
福 2014~15 團隊共同為我們 3490 地區努力奮鬥。最後，祝今天的社秘會順利圓滿成功。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Long-Life 致詞：今天共同主席 Teacher 社長、Tina 社長、D.G. Ortho、
D.S. Pioneer、地區財務長 P.P. James、2014~15、2015~16 團隊大家好！先感謝 2014~15 團隊，
因為我做事比較積極、個性比較急，如有得罪敬請見諒！下半年度希望大家再衝刺一下，以便達
成 D.G.的目標；2015~16 團隊已成立，建議在每年 3 月以前，各項活動都必須完成，希望從現
在就可以開始規劃。最後，謝謝大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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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4 月 12 日(星 

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海釣族餐廳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原餐費預算每桌 7,000 元，因海釣族一桌 8,800 元，不足部分由 A.G. Long-Life 

補貼。 
九、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 2015~16 年度申請獎助金，請討論。（提案人：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P.P. Stock）
說  明：為 2015~16 年度配合獎助金，暫訂家扶中心的興建計畫（軟、硬體設施）需 7、80 萬元， 

希望二、四、七分區 18 社（每社 1,400 美元）共同舉辦，請討論。 
決  議：必須徵求各社同意，建議第二分區共同申請 1~2 活動計畫，希望現在開始規劃並申請，才

能在該年度完成；另全球獎助金需要指定捐款和國外姐妹社配合。 
十、活動報告： 
<一>光暉扶輪社希望能在本屆成立，例會時間：星期四晚上 7：00，希望 2014~15 和 2015~16 團隊能

推薦優良、有興趣的扶輪第二代加入。（地區財務長 P.P. James） 
十一、感謝： 
<一>地區總監 D.G. Ortho 致贈社長、秘書光耀扶輪悠遊卡。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Long-Life 致贈社長、秘書伴手禮及提供 58 度高粱 4 瓶。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Tina 宣佈散會。 

春季旅遊-東勢林場一日遊   

時間：03 月 22 日(星期日) 
行程： 

07：20~07：30 集合、出發 

10：00~14：00 【東勢林場-生態導覽】海拔 500-700 間的山林間，三面環山、一面臨水、面積

約佔 200 公頃，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場內擁有豐沛的森林動、植物資源，
也設置了享受日光森林浴的森林步道。 
◎12：00~13：00 東勢林場內享用風味午餐 

15：30~17：00 【亞洲現代美術館】亞洲大學．亞洲現代美術館建築主體由清水混凝土與帷幕
牆構成，室內面積 1,244 坪，戶外場域 6,000 坪，依建築師安藤忠雄的設計，

以正三角形為設計基本元素將正三角形的平面分割成 3個樓層，錯落堆疊成不
規則無數個三角形。藉由錯落平移而產生的天井空間和戶外平台變身為雕刻
台、露天咖啡座等不同機能的區域。 

17：30~18：00 【秋虹谷】位於台中市臺灣大道旁的秋虹谷，是台中地區特有的凹型市民休閒
綠地，占地 3公頃多，擁有湖泊、紅樹、綠草坪、觀景橋，相當適合散步、約

會、運動，白天有舒服的綠意；夜晚有著精采萬變的不夜燈火，開放迄今不過
短短半年，迅速成爲台中最火紅的景點之一。秋虹谷廣場所有的設計與考量都
是以人本、綠能與志宏爲最大考量，不僅僅種植植物所需的灌溉水是以湖水供

應，連回填所需用的土壤也是與水利署協調利用大裏溪疏濬的土壤；秋虹穀廣
場的設立，是希望讓市民的生活更感輕鬆、從容，同時兼具景觀、生態、滯洪、
排水與調節空氣品質等等的功能。 

18：00~19：30 阿秋大肥鵝享用美味晚餐 

19：30 結束行程，帶著滿滿的甜美回憶，返回溫暖的家。 



本週節目 

二月七日 

第 144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呂仁團 社友 

 主  講  者：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長 廖曉萍小姐 

 講      題：台灣寵物面面觀 

 

下週節目 

二月十四日 

第 144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謝堂誠 

 主  講  者：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社 

總編輯 歐陽莉小姐 

 講      題：如何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夫人(52.02.09)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 01月 31日   第 144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ental、Frank、Herbert、 

Kevin、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01月 31日   第 144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63,767

AL 1,000 Land 2,000

Cathay 2,000 Lawyer 2,000

Coach 1,000 Lobo 1,000

Duval 1,000 Otoko 3,000

Eric 1,000 Roberta 2,000

Gary 1,000 Shige 500

Hero 1,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iger 1,000

James 1,000 Toms 1,000

Jason 1,000 Tony 2,000

Junior 1,000  

小計：      $27,500 總計：     $791,2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27,300

Archi 5,200 Lawyer 5,200

First 7,700 Polo 5,200

George 5,200 Stock 7,700

Hero 7,700 Sunny 5,200

James 5,200 Tony 5,200

Jason 7,700 Wood 5,200

小計：      $72,400 總計：     $799,700

 

恭喜 

社友 連耀霖(Lawyer)公子連力航先生與 

呂安晨小姐謹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三月

一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大直維多麗亞

酒店舉行結婚典禮。(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

路 168 號) 

永浴愛河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賴 建 男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