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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11 日  第 1454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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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采國際有限

公司負責人陳木欽先生、領唱張智瑩小姐蒞

臨本社。 

歡唱「甜蜜蜜」、「月夜愁」! 

敬祝社友 Coach、Hero、P.P.First 夫人、

P.P.Tony、P.D.G.Trad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Sunny、P.P.Shige、Herbert、

P.P.Fuku、Lawyer、Justice，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Kenn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召開訪問泰國五日遊說

明會，敬請參加者留步參與說明會。 

(3) 社友許國騰(Life)千金許雅茹小姐

與葉鎧禎先生結婚典禮，謹訂於五月

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六時假囍宴軒

新板店舉行。 

(4) 第 1455 次例會為第 25 屆地區年會，

謹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

時十分假新莊頤品大飯店舉行，敬請

全體社友穿著西裝踴躍出席活動。 

(5) 第 1456 次例會，社內前往泰國舉行

淨水器捐贈活動，休會乙次。 

(6) 第 1457 次例會，適逢五一勞動節假

期，休會乙次。 

(7) 第 1458 次例會，延至五月十日(星期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

會」。 

(8) 4-6 月份社費繳款單放置在名牌架

上，請各位社友攜回於下次例會時攜

帶費用繳納。 

 P.P.King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明輝先生 

現任：恆來鐘錶珠寶公司負責人、TWGA 

台灣鐘錶珠寶技術協會理事長、台 

灣精準科技生活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北市鐘錶商業同業公會顧問、港 

九金銀首飾器皿總工會名譽會長 

曾任：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第十二屆理 

事長、台北永樂扶輪社社長、國際 

扶輪 3480 地區個人特別服務成就 

獎…等。 

教育新啟示、鐘錶新思維 

 

 

 

 

 

 

 

 

 

 

 
 

恆來鐘錶珠寶公司負責人張明輝先生(P.P.Watch)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結合台灣鐘表珠寶技術

協會（TWGA），在台北市國中推動精密工藝技職

教育，去年共培訓近 50 位種子教師、近 300 位

學生學會組裝機械鐘表，參與的師生都認為很實

用。 

瑞士、法、義、德等國將鐘表珠寶視為一體，

是工藝美學與智慧的結晶。台灣技術不亞於歐

洲，卻將鐘表眼鏡合一，因此各國鐘表珠寶產值

驚人，台灣產值則微不足道，非常可惜。 

在台北市教育局、扶輪社友市議員江志銘等

協助下，國際扶輪 3480 地區與 TWGA 邀集勞力

士、歐米茄等資深鐘表名師，花整年培訓近 50

位國中工藝老師成為校園種子教師、另陸續到 12

所國中指導近 300 位學生學會組裝機械鐘表。 

這項計畫採免費、網路自由報名，執行不久，場

場報名幾乎都秒殺；第一階段至今天最後一堂課

結束，2月成果發表；今年將和勞委會合作，把

課程擴及全市 63 所國中。  

需要職訓技能証照的青少年．每一階次 25 人以

內，由 TWGA 提供校內職訓教育，職訓內容以機

械時鐘組裝維修實務，經訓練後認証合格，由

TWGA 台灣鐘錶技術協會發給認証証照。 

「精密機械是一切工業之母，齒輪傳動正是精密

機械最不可或缺者。」學會組裝拆解機械鐘表，

就擁有一套完整自動機械的概念，是學生日後進

入職場很重要的技術能力。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小社旗予張明



輝先生(P.P.Watch)感謝其精湛演說，也

謝謝張明輝先生(P.P.Watch)回捐車馬費

予本社。 

 代理出席 P.P.Shige、糾察 Toms 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5 屆地區年會獲獎 

地區服務功績獎(前總監)- 郭道明(P.D.G.Trading) 

地區服務功績獎(社長)-賴建男(P.Otoko)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捐贈冠名獎學金)-板橋東區社、郭道明(P.D.G.Trading)、板信

商業銀行、郭林美惠(P.D.G.Trading 夫人)、賴建男(P.Otoko)、郭祐福(P.P.Fuku)、張富逸

(P.P.Eric)、葉進一(P.P.First)、郭昭揚(P.P.James)、劉炳華(P.P.Stock)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永久基金捐贈社友)-郭道明(P.D.G.Trading)、板信商業銀行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2014-15 年度百萬功勞社)-板橋東區社 600 萬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榮譽董事)- 郭道明(P.D.G.Trading)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2014-15 年度百萬功勞社友)- 郭道明(P.D.G.Trading)、板信商

業銀行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2014-15 年度地區捐款名列第一名)-板橋東區社 

總監特別獎(扶輪社)-總監 Best Class 光耀扶輪獎、服務計劃獎、扶輪日活動獎、中華扶輪基

金傑出貢獻獎、扶輪基金 EREY 貢獻獎、地區年會參加獎、年度熱心協助獎 

總監特別獎(扶輪耆老獎)-李水日(P.P.George)、黃明志(P.P.Long)、邱明政(P.P.Masa) 

總監特別獎(扶輪基金功績獎)- 郭道明(P.D.G.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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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四年四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板橋海釣族龍鳳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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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仁團 

板橋南區社 簡榮坤  

板橋西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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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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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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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烱 

板橋東區社 陳萬祥  謝堂誠 

板橋南區社  吳俊德 

板橋西區社 謝  安 吳瑞興 

板橋中區社 王玉芬 徐若綺 

板橋群英社   

五、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Light、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Ming 

記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Tiffany 

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Light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Light 致詞：總監今天前往花蓮玉里，我們這邊由二分區助理總監坐 

鎮，還有長官在還算不錯。感謝助理總監特地送咖啡給我們 14-15 年度的社長、秘書。第四 

次的社長秘書聯誼會，很高興由我們板橋北區扶輪社和板橋群英社共同主持，原本第四次聯 

誼會的開會地點不在這裡，考量到海釣族是我們社友開的，比較能夠招呼周到，因而改為在 

這邊舉辦。但是海釣族每桌八千八百元，比銀鳳樓每桌七千元還多出一些，多出的金額將由 

助理總監 Long-Life 贊助，希望今天的會議可以圓滿成功。 

<二>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Ming 致詞： 

主席 Light 社長、助理總監 Long-Life、14-15 年度同學及 15-16 社長秘書大家好，希望今 

天的會議圓滿成功。 

八、總監團隊致詞：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Long-Life 致詞：今天是我們14-15年度最後一次的社長秘書聯誼會。預計自 

九月份開始，二分區八個社將拆成二個分區，以符合國際的規定。由於14-15年度社長、秘書加 

寶眷才28人，屆時可能還會有人無法出席，二分區自己要辦聯誼會比較困難，總監也為此事傷 

神。建議邀請四、七分區的社長秘書共同來參加(自由參加，不強迫)，在總監感恩餐會上，我 

們再對此議題來討論決定。屆時再來成立聯誼會，也是不錯的方法。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4-2015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一次聯誼會舉辦日

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1.【團隊名稱】-「光耀團隊第二分區聯誼會」 

5.【應酬公約】- 喜事3600元、喪事2500元。 

第一次聯誼會之召集人由助理總監Long-Life擔任，並邀請社長、秘書攜伴參加。 

至於分組、費用及聯誼方式則待二分區助理總監Long-Life與四、七分區之助理總監詢問合 

辦意願後，再召開會議來討論決定。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2015-2016年度主辦社長、秘書聯誼會之順序，提請討論。 

決  議：平均三個月舉辦一次社秘會，共有四次，一次由二社主辦。  

第一次：由板橋東區社及板橋南區社主辦，由AG、DVS合請。會議於八月十六日下午四點於 

板橋吉立餐廳舉辦。 

第二次：於六社社館舉行 

第三次：於六社社館並邀請2016-2017年度人員列席  

第四次：於餐廳舉行並邀請2016-2017年度人員列席 

補充：因計畫自九月份開始，二分區將拆成二個分區，故第二、三、四次社秘會之詳細資訊 

待八月十六日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再行討論。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14-15年度公共形象看板是否於年度結束後拆除。 

決  議：以不妨礙助理總監之居住品質為前提，拆除的時間由助理總監Long-Life自行決定。 

十一、活動報告： 

   <一>感謝助理總監Long-Life致贈14-15年度社長、秘書咖啡乙盒以及贊助餐費三千六百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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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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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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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千禧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5月 21 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三重彭園湘菜館宴會廳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5月 25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5月 27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土城大三元餐廳 

【新北光暉扶輪社創社授證】 

時間：5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晶宴會館 

四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呂仁團 

五、出席：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呂仁團 

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 

張茂樹、陳偉信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三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友章明仁因工作繁忙無法配合社內 

核章收支運作申請授權接任秘書呂仁 

團代為行使核章權。請討論。 

決  議：通過。 

 

2015-16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月 17 日(星期日)10:10 報到、10:40 開會 

地點：麗寶百貨 9樓囍宴軒(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9樓) 

參加：劉炳華、陳萬祥、謝堂誠、張正鳴 



本週節目 

五月九日 

第 1458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5月 1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3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爐主：林忠慶、吳晉福、章明仁、李水日、

黃伯堯、陳嘉偉、王世原、許國騰、

羅致政、張茂樹、邱仁賢、蕭慶安 

 

下週節目 

五月十六日 

第 1459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黃文龍前社長(43.05.12) 

陳萬祥社長當選人(49.05.13)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恭喜 

社友許國騰(Life)千金許雅茹小姐與葉鎧

禎先生謹訂於五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六

時假囍宴軒新板店舉行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賴 建 男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4月11日   第145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uval、Herbert、Jason、 

Tiger、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4月11日   第145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46,067
AL 1,000 Lobo 1,000
Coach 3,000 Master 1,000
Dental 3,000 Otoko 5,000
Eric 1,000 Roberta 4,000
Fuku 5,500 Shige 2,000
Frank 2,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1,000
Just 2,000 Sky 3,000
Justice 2,000 Tea 2,000
Kenny 1,000 Toms 1,000
Kevin 1,000 Tony 3,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awyer 3,000 張明輝 3,000
Life 1,000  
小計：      $55,500 總計：   $1,001,5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00,400
Alumi 5,200 Land 7,700
ENT 5,200 Masa 5,200
Frank 7,700 Sky 5,200
Fuku 5,200 Sunny 5,200
George 5,200 Toms 7,700
Kenny 7,700 Tea 5,200
Kevin 5,200 Tiger 10,400
King 5,200 Trading 5,200
小計：      $98,400 總計：     $99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