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9 日  第 1474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樑闆佇有限公司執行長翁仁禮先生、領

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P.D.G.Trading 代表頒發 2014-2015 年度 RI

社長獎予 I.P.P.Otoko 

 秘書 P.P.Land 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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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謹訂於 8 月

30 日(星期日)10:00 假三峽大板根休閒

山莊舉行。*敬請參加人員穿著社長致贈

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2) 訪問板橋扶輪社，謹訂於 9月 3日(星期

四)12:30 假社館舉行。 

*參加人員：陳萬祥、謝堂誠、劉炳宏、

郭昭揚、羅國龍、黃伯堯、賴建男、羅

致政、張宏陸、張茂樹。 

*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西裝準時出席例會。 

(3) 認捐一萬個圓夢計劃者，敬請繳納每一

份禮物五○○元。 

(4) 尚未繳納七-九月份社費者，敬請於例會

時攜帶費用繳納。 

(5) 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一萬元)、保

羅哈理斯(台幣三萬三仟元)、永久基金

者(台幣三萬三仟元)，敬請於例會時攜

帶費用繳納。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A.G.Stock 主持： 

各位社友充份討論由社長Roberta提出之「社

務穩定及社員拓展工作小組」、「內部規約」

資料，其討論內容將送交理事會決議後再實

施。 

 代理出席 P.P.ENT、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

社友出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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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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根休閒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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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a 代表本社頒發二萬元(五十雙防滑鞋)並表揚二位優秀志工人員 

 

公共形象服務-扶輪宣導看板 

架設時間：8月 28 日(星期五) 

架設地點：領袖天下工業園區大樓兩側(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十六巷八號十一樓)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橋社、板橋北區

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架設

二面扶輪宣傳看板「珍源水資源」、「歡迎各

行各業菁英加入扶輪社」。 

 



2016-2017 年度 RI 社長當選人 John Germ 訪台歡迎晚會 

主 旨：函請各社派員出席 2016-17 年度 RI 社長當選人 John Germ 訪台歡迎晚會。 

說 明：一、國際扶輪 2016-17 年度 RI 社長當選人 John Germ 伉儷將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來台訪問，3480、3490、3500 及 3520 地區將於 10 月 2 日晚上 17:30 假

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舉辦北部四地區聯合歡迎晚會。函請各社踴躍報名參

與。當日議程如附件一。 

二、為環保、節能考量，敬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圓山飯店提供接駁車服務時

間表詳如附件二，敬請多加利用。 

三、建議出席人員：各社社長伉儷、社當伉儷、助理總監伉儷及地區副祕書伉儷出席。

也歡迎有興趣之社員報名。 

 

頒發 2014-2015 年度 R.I.社長獎 

時間：8月 29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P.D.G.Trading 代表頒發 R.I.社長獎予 I.P.P.Otoko 

 

訪問板橋扶輪社 

時間：9月 3日(星期四)                                                 地點：社館 

 

 

 

 

 

 

 

 

社長 Roberta 率領社友訪問板橋扶輪社並與板橋社社長 Terry 互換小社旗 



本週節目 

九月五日 

第 147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呂仁團 Kenny 

 主  講  者：前希臘退休大使 朱玉鳳小姐 

 講      題：古希臘文明對我們之影響 

 

下週節目 

九月十二日 

第 1476 次例會 

【歡迎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日本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長笛教育核心講師  

藍培綺小姐 

 講      題：音樂賞析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華助理總監(72.09.10)32 年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 

獎助金 
時間：9月 6日(星期日)11:30 

地點：原素食府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29 日  第 147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6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lumi、Archi、Coach、Frank、Herbert、

Sky、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8月29日   第147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73,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Fuku 1,000 Navigare 1,000

George 2,000 Otoko 1,000

Hero 2,000 Polo 1,000

Jack 1,000 Roberta 10,000

James 1,000 Shige 1,000

Justice 1,000 Smile 1,000

Kenny 1,000 Stock 4,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and 1,000  

小計：     $34,000 總計：     $307,000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

題名暨爐邊會 
時間：9月 2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三樓 

爐主：張宏陸、黃文平、劉孟賜、葉進一、

劉炳宏、王世原、許國騰、羅致政、

張茂樹、吳振斌、林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