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02 日  第 1470 次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社長 Roberta 下

午六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 P.P.Masa 千金邱玉芬小姐、Tiger 公子

蕭淳于先生、千金蕭雅云小姐、世界陳姓宗

親會秘書長陳進金先生、諾貝達精品磁磚公

司總經理鄭旭志先生蒞臨本社。 

敬祝 P.P.Tea、Gary 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堅持」、「男性的本領」。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社長 Roberta 準備向日葵贈送與

會社友，敬祝各位社友父親節快樂! 

(2)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公司，謹訂於十月

一日(星期四)舉行。敬請社友伉儷報名

參加。 

(3) 秋季旅遊-台東日暉二日遊，謹訂於十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二十九日(星

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

名。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長 Roberta 頒發七-九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敬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感謝爐主社長 Roberta 此次準備美酒、佳餚

宴請全體社友寶眷，也感謝社友 Coach 邀請

陳進金先生蒞臨表演鋸琴。 

~恭賀~ 

郭昭揚 P.P.James、劉炳華 A.G.Stock 

敦聘為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榮譽董事 
 

通過敦聘榮譽董事辦法：將捐款金額累計達壹
百萬元(內含永久基金 20 萬元)分為三年，例
如某某社友至目前為止捐款累計為 50 萬元，
承諾將於未來三年，即 2015-16，2016-17，
2017-18 年度六月底年度結束前捐達百萬，即
於 2015-16 年度敦聘為本會榮譽董事並決議
以每年三月底止實收捐款之金額為依據，於各
地區年會中頒發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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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剪影 

時間：8月 2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社長 Roberta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高聲歡唱 

 

 

 

 

 

 

 
 

  

 

社長 Roberta 個人致贈與會社友向日葵花束，敬祝父親節快樂! 

 

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一、活動目的：為了使地區內之青少年及 Inbound 學生能夠更了解台灣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並

提升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責任感，進而對於扶輪有更深一層瞭解與認

識，故舉辦此活動，請各社鼓勵青少年踴躍報名。 

二、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中午 12:30 報到 

三、活動地點：大觀書院(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 5號) 

四、參加對象：16-20 歲之青少年 

五、參加人數：依照各社 7月 1日之社友人數(不含寶尊眷社友) 

• 扶輪社人數為 41-60 名(含)之社，報名人數為 3位。 

六、報名方式：填寫線上報名表。 

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5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止完成線上報名、同意書暨感恩詞與期勉詞

(電子檔，請勿傳真)回傳至地區辦公室。如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期未能提供參加人

選，不足名額統一由地區成年禮主辦單位，邀請弱勢家庭品學兼優之青少年參加。 

八、活動經費：依各社 7月 1日之社友人數(不含寶尊眷社友)，每名社友新台幣兩百元整計算。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日期：10月 1 日(星期四) 

行程：  

時間 內容 

09:4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11:00 參觀耀集食品觀光工廠 

11:40 海之鮇火鍋文化館魚丸 DIY+午餐 

14:00 參觀元璋玻璃科技館 

16:00 參觀毅太衛浴觀光工廠  

18:00 海龍珠餐廳晚餐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

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 

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 

乙面、紀念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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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昭揚 US$1,000.(指定捐款 GG1 526946)       邱明政 US$1,000.(指定捐款 GG1526946) 

陳萬祥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林振哲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陳萬祥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郭昭揚 NT$200,000.(永久基金)  

劉炳華 NT$200,000.(永久基金)  

郭道明 NT$200,000.(博士班冠名) 

郭道明 NT$150,000.(碩士班冠名) 

郭祐福 NT$150,000.(碩士班冠名) 

陳萬祥 NT$150,000.(碩士班冠名) 

羅國龍 NT$30,000. 

賴建男 NT$30,000. 

邱明政 NT$20,000.  

邱顯清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蔡宗原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 

安全工作大隊救生器材暨表 

揚優良志工 
時間：8月 23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根休閒山莊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時間：08 月 29(星期六) 

～08 月 30 日(星期日） 

地點：宜蘭五結國中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參加：李泳樺、鄒怡如、鄒任傑、曹博凱 



本週節目 

八月十五日 

第 147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 Bright  

 主  講  者：5070 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資深顧問 章致綱先生 

 講      題：大廚不講的秘密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二日 

第 147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程文金 P.P.Cathay 

 主  講  者：三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柯俊傑先生 

 講      題：品咖啡、談咖啡的是非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偉信社友(47.08.08) 

陳木欽社友(54.08.10) 

林振哲社友(49.08.19)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69.08.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蔡宗原社友(75.08.12)30 年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8月 16 日(星期日)16:00 

地    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參加人員：劉炳華、陳萬祥、謝堂誠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8月02日   第147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uval、Gary、Jason、Lawyer、

Picasso、Toms、Ton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8月02日   第1470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9,600

George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134,800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1 日(星期五)09:00 

地點：新莊運動中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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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