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8 日  第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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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唱「月夜愁」、「甜蜜蜜」! 

敬祝社友 Gary、社長 Otoko、P.P.Lobo 夫人、

Her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ong，結婚 51 週年快樂!  

 秘書 Kenny 報告： 

(1) 下週六例會，適逢清明節假期休會乙次。 

(2) 尚未緻納社費之社友，敬請於下次例會

時攜帶費用繳交，以利社務推展。 

(3) 第二十五屆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十八

日(星期六)-四月十九日(星期日)假新

莊頤品飯店舉行，敬請全體社友踴躍出

席。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Eric 主持會

議討論：(1)4 月 24 日(星期五)-4 月 28

日(星期二)到泰國捐贈淨水器活動行

程、(2)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第二十八

屆授證晚會節目內容構想、(3)三月份高

爾夫球賽因下雨延期至四月九日(星期

四)舉辦、(4)第二十五屆地區年會敬請

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與，此次 P.P.AL、

Master 也擔任第一次全會司儀。 

 代理出席 P.P.Shige、代理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率、紅箱收

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國際服務-捐贈泰國淨水器五台 

時間：4月 24 日(五)-4 月 28 日(二) 

地點：泰國暖他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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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授證   

【新北卓越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4月 17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 5樓紫艷盛事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4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5：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 6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6 樓)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5月 4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板橋扶輪社授證 48 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三)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293 號 10 樓)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5月 13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 6樓盛典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6 樓) 

【北大光榮扶輪社創社授證典禮】 

時間：5月 21 日(星期四)17:30 

地點：雙岩龍鳳城囍事會館 

(樹林區中正路 278 號) 

 

社秘會   

時間：4月 12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26 號) 

參加：賴建男、呂仁團、劉炳華、陳萬祥、 

謝堂誠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 

表揚扶輪基金捐獻人晚宴 
 
時間：4月 17 日(星期五)17:0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丹紗廳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 樓)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 

 

四月份高爾夫友誼賽   

【擊球時間】：4月 23 日(星期四) 

           中午 12：40 報到 

中午 13：00 開球 

【擊球地點】：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擊球費用】：每位擊球費 2,250 元。 

【餐敘地點】：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邀請參加消防車捐贈儀式 

主 旨：為邀請參加消防車捐贈儀式事，如說明。 

說 明： 

一、高雄市 2014 年 7 月 31 日深夜發生氣爆事件，在 RI 社長黃其光先生號召，及 RI 理事林修

銘先生協助下，承蒙台灣七個地區所有扶輪社友熱情捐輸，總計賑災捐款超過新台幣六千

萬元，3510 地區社友及災民莫不深深感激。 

二、目前賑災捐款已全數捐出，高雄市政府的捐款收據也已寄發各社。其中用於採購五輛消防

車之部分，因打造費時，預計於五月上旬全部打造完成。高雄市政府亦將於捐車儀式中頒

發感謝狀予七地區總監，謹此誠摯邀請 RI 社長黃其光先生、TRF 保管委員謝三連先生、RI

理事林修銘先生、七個地區總監屆時出席捐車儀式（若總監無法出席，則請指派代表）。請

惠予填載回函(附件)賜覆為荷。 

三、捐車儀式時間及地點如下： 

時間：2015 年 5 月 1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高雄市政府廣場（高雄市四維三路 2號）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5 屆地區年會議程草案 

一、時間：4月 18 日(星期六)~4 月 19 日(星期日) 

二、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7樓) 

4月18日（星期六）  

09:00~10:00 地區領導人培養研討會 

08:30~10:30 報到、聯誼 

09:10~10:50 餐敘 

10:10~10:50 社友、寶眷入席 

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10:55~14:00)  

10:55~11:30 

(1)旗幟進場(中華民國國旗、韓國國

旗、日本國旗、國際扶輪旗、地區

扶輪 旗、年度主題旗) 

(2)地區團隊伉儷進場(總監、前總監、

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地區秘

書、 地區財務、地區辦公室主任、

年會主 委、年會執行長) 

(3)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及社長

伉儷依序進場(花蓮分區、宜蘭分

區、 基隆分區、新北市各分區)

(4)AKS 會員入場 

(5)韓國 D3750 地區總監伉儷暨團隊

(6)D2510 總監、姊妹社社長及社員 

(7)WCS 主委、VTT 主委、RYLA 主委、

RFE 主委、 END POLIO NOW 推動委

員會主委、公益網主委進場 

(8)RYE 主委、Inbound 學生 

11:30~11:32 RI 社長代表國旗進場 

11:32~11:48 

(1)鳴鐘開會 

(2)唱國歌（中華民國、韓國、日本）

(3)扶輪歌頌 

(4)追思已故社友 

(5)宣讀四大考驗 

(6)介紹蒞會貴賓及國外姊妹社 

11:48~12:43 

年會主委致歡迎詞 

地區總監致詞 

介紹RI社長代表 

RI社長代表致詞 

阿奇可藍夫捐贈人頒獎、配章 

貴賓致詞 

締盟儀式 

主辦社社長致詞 

國外姊妹社代表致詞 

12:43~13:30 

Outbound學生授旗 

地區區務報告 

地區事務報告 

13:30 鳴鐘閉會 

13:30~14:00 茶點時間  

第二次全會 (14:00~17:30)  

14:00  鳴鐘宣佈開會  

14:00~14:43 專題演講  

14:43~14:48 
宣布分組討論會場及介紹各組主持

人、引導人及結論報告人  

14:48~14:55 移動至分組討論場地  

14:55~15:55 (1)分組討論(2)提案討論  

15:55~16:05 場地布置  

16:05~16:10 提案討論報告  

16:10~16:45 
(1)分組討論會結論報  

(2)頒贈感謝狀  

16:45~17:30 

頒獎表揚(一)  

(1)內政部傑出服務獎  

(2)扶輪服務貢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致詞 

 
頒發中華扶輪統一捐款百分百捐獻社

獎 

 頒發中華扶輪獎學金 

18:10~21:00 扶輪之夜 （餐敘、表演）  

4月19日（星期日）  

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 (08:50~12:00)  

08:30~08:50 社友進場  

08:50  鳴鐘開會  

08:50~08:55 扶輪歌頌  

08:55~09:02 介紹2015巴西國際年會  

09:02~09:18 
(1)介紹2015-2016 年度總監當選人 

2015-2016 年度總監當選人致詞 

 
(2)介紹2016-2017 年度總監提名人 

2016-2017 年度總監提名人致詞 

 
(3)介紹2017-2018 年度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年度總監提名人致詞 

09:18~09:38 RI現況報告  

09:38~11:14 頒獎表揚(二)  

 團體獎項、個人獎項 

11:14~11:32 新扶輪社、新扶少團、扶青團介紹 

11:32~12:00 RI社長代表結語  

 贈送RI社長代表紀念品  

 地區總監致閉幕詞  

 2015-2016 地區年會邀約  

 鳴鐘閉會  

12:30~14:30 惜別餐會（頒獎）  



敬祝 生日快樂! 

  邱顯清社友(40.04.20)        劉炳宏社友(47.04.21)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林同義前社長夫人(45.05.02)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邱仁賢社友(61.04.12)43 年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4 年  賴光明社友(74.04.24)30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55 年  連耀霖社友(72.05.04)32 年    周正義社友(86.05.05)18 年 

 

本週節目 

四月十一日 

第 145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王世原 

 主  講  者：恆來鐘錶珠寶公司負責人 

               張明輝先生 

(台北永樂社 P.P.Watch) 

 講      題：教育新啟示、鐘錶新思維 

下週節目 

四月十八日 

第 1455 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5 屆地區年會】 

 時間：4月 18 日(六)~4 月 19 日(日)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 

年度口號領帶出席活動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3月28日   第145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ental、Duval、Frank、 

Herbert、Jason、Just、Lawyer、Picasso、 

Sky、Tiger、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Land、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3月28日   第145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07,367
AL 1,000 King 1,000
Bright 500 Life 1,000
Coach 1,000 Lobo 5,000
Eric 1,000 Masa 1,200
Fuku 1,000 Otoko 5,000
Gary 2,000 Roberta 4,000
George 1,000 Shige 500
Hero 2,000 Sunny 5,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unior 500 Tony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8,700 總計：     $946,0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87,500
Bright 7,700 Gary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90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