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中秋佳節愉快! 

賀~金榜題名

1. 

考生姓名：楊菁薷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研究所 
社友姓名：楊耀程 Frank 

2. 

考生姓名：周靖軒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國立師範大學附屬高中 
社友姓名：周正義 Justice 

3. 

考生姓名：黃禹程先生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建國中學 
社友姓名：黃明志 P.P.Long 

4. 

考生姓名：邱奕涵先生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社友姓名：邱明政 P.P.Masa 

5. 

考生姓名：陳泰霖先生 
稱    謂：公子 
考取學校：中華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社友姓名：陳木欽 Navig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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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9 月 12 日  第 1476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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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老師段欣妤小

姐、板橋扶輪社社長 Terry、秘書 Truck、

P.P.EfuKu 、 P.P.Miller 、 P.P.Lawyer 、

P.P.Lucky、Green、Hitachi、Stock、歐巴

馬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郭金興先生、夫人

許桂芳女士、樑闆佇有限公司執行長翁仁禮

先生、社長夫人陳又禎女士、秘書夫人顏美

淑女士、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女士、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P.P.ENT 夫人連

文惠女士、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

本社。 

祝福板橋扶輪社社長 Terry 結婚 35 週年快

樂! 

 板橋扶輪社社長Terry致詞並與社長Roberta

交換小社旗。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 PP SMILE 致贈與會社友月餅禮盒。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九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下週六例會為「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

金榜題名暨爐邊會」故延至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

餐廳三樓舉行。 

(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二

十四日(星期六)中午例會舉行，敬請社

友踴躍提報優秀員工接受表揚。 

(5) 社長 ROBERTA 宴請敬邀全體社友伉儷，

謹訂於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六時

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為咱へ社友

AERO、MASTER 加油晚會」。 

(6) P.P.ENT 千金洪旻郁小姐與李長泓先

生，謹訂於十一月八日(星期日)中午十

一時三十分假台北晶華酒店宴會廳舉行

結婚典禮。為安排座次敬請告知出席人

數，禮金欲自行處理者也敬請告知余 s。 

 P.P.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藍培綺小姐 

學歷：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長笛教育、法國 

伊芙林省區聯音樂院長笛高級演奏、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 

曾任：羅東高中音樂班教師 

現任：日本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長笛教育核 

心講師、新莊市佾璇音樂教育中心教 

育執行長 

音樂賞析 

 

 

 

 

 

 

 

 

 

 

 
 

日本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長笛講師 藍培綺小姐 

秋藝琴濃讓我們一同分享音樂的真、善、美。 

鄧麗君-償還 

美空雲雀-空港 

蔡幸娟-難忘的愛人 

夏川里美-別離的預感 

小約翰·施特勞斯-藍色多瑙河 

Tico Tico 
月光小夜曲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致贈小社旗、車馬費

予藍培綺小姐、段欣妤小姐，感謝其優美演

出。 

 出席 P.P.Lo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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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9月 12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陳萬祥、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3 第 1479 次例會，「影藝人生、舞藝人生」新北市攝影學學會士 陳萬坤先生 
        10/10 第 1480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假期，休會乙次。 
        10/17 第 1481 次例會，「想為台灣做一件事」自由寫作家 邱斐顯小姐 
        10/24 第 1482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10/31 第 1483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郭林美惠碩士班冠名獎學金，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所碩士班一年 

級何佳純小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本社授證二十九週年紀念慶典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 

十分假中和吉立餐廳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3480、3490、3520 地區扶輪日活動(慈善音樂會、愛心園遊、聯合例會)，謹訂於十一月十 

四日(星期六)假中正紀念堂舉行。請討論。 
決  議：配合地區合併當週例會，購買一萬二千元園遊券分發與當日出席現場活動之社友，慈善音 

樂會門票則請社友自行認購。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獎助學金 
時間：9月 6日(星期日)11:30 

地點：板橋原素食府 

本社常年贊助「社團法人臺灣慈幼會」各項活動，其中年度重頭戲就是與認養孩童的見面會以及

頒發獎助學金。 

當日，我們邀約弱勢家庭孩童及家長約 100 位一同來共進午餐，讓孩童與家長暫時放下生活壓力，

增添親子同樂時光、凝聚親子關係。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致贈五萬元予台灣慈幼會並合影留念 



 

2015-16 年度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 

主 旨：函知「2015-16 年度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辦法暨應配合事項，

請查照。 

說 明： 

一、 今年本地區與 3480 地區、3520 地區將擴大聯合舉辦扶輪日活動，以三合一【慈善音樂會&

愛心園遊會&聯合例會】之方式呈現，除大型聯合例會之外，將結合藝術與慈善推廣公益，

並邀請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搭配傳統掌中戲於國家音樂廳場內場外演出，另有戶外義

賣園遊會。本次活動基於慈善推動，總體收益扣除製作成本後將回饋於公益活動用途。歡

迎全體社員及家庭寶(尊)眷踴躍參加。 

二、 敬請各社調整該週例會於 201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參加跨地區聯合例會，並請於該日

11:00 之前至現場報到，另準備社的大型活動旗一面(進場儀式使用)及扶輪鐘至會場於聯

合例會時由社長統一敲鐘。 

聯合例會之服裝要求:AG、DVS 及社長須著正式服裝，其社員依樸素輕便為原則。 

三、 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時間、地點，如下： 

1.時間: 201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下午 18:00 

2.地點: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及國家音樂廳。 

3.參加對象:扶輪社友及家庭寶(尊)眷。 

四、 此次慈善音樂票券地區分配票券總數 402 張，請盡快認購以免向隅，票價如下： 

1.A 票區(VIP 區):3000 元(6 張票) 

B 票區:1500 元(98 張票) 

C 票區:1000 元(298 張票) 

五、 義賣園遊會現場只接受愛心園遊券，不接受現金方式交易，故鼓勵各社認購愛心園遊劵。

園遊券每本 300 元(等值使用新台幣 300 元)，期請各社依社員數 80%以上認購園遊券。 

六、 義賣園遊會以戶外攤位方式舉行，各分區原則至少認購二個攤位。 

1.地區有 28 個一般攤位，2個公益攤位 

2.規格:每帳棚大小為 3m X 3m 

3.招商內容:食品飲料(不可用明火並盡量避免油湯類食物)、消費性商品、文化娛樂、宣 

傳推廣 

4.(一)贊助認購：每攤位 2萬元。 

(二)公益單位：免費，只收取當日收入之 20%做為公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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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前社長洪敏捷(P.P.ENT)千金洪旻郁小姐與李長泓先生，謹訂於十一月八日(星期日)中午 

十一時三十分假台北晶華酒店宴會廳舉行結婚典禮。 

天作之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陳萬祥暨全體社友 敬賀 

 

2016-17 年度 RI 社長當選 

人 John Germ 訪台歡迎晚會 

時間：10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17:30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 

參加：劉炳宏、董秀琴 

為咱へ社友 Aero、Master 

加油晚會 
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四)晚上 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備註：社長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板橋東區扶輪社~秋季旅遊台東日暉渡假村二日遊 
 

日期 內容 

11/28 

(六) 

07:00 板橋車站集合 

07:28~11:17 搭乘臺鐵：普悠瑪號408班次~（須依實際訂到火車時間為主） 

11:30 巴士接駁~開始二天活動~ 

12:00~13:30
【原生應用植物園】 

★園區牧場養生餐廳提供「植物養生汆燙鍋」 

14:00~15:30 【龍田車遊】 

16:15 【日暉國際渡假村】辦理check in手續~  

18:00~19:00 飯店自助晚餐醇情饗宴~ ~ 

20:00 

自由享用飯店設施~ 

日暉國際渡假村擁有的渡假生活是一種快樂方式，所以設置Villa般的渡

假休閒設施，有中庭游泳池、愛情廣場教堂、三溫暖、個人湯屋、桌球

室、健身房、遊戲室、撞球室、多功能娛樂教室、KTV、藝廊、宴會廳、

咖啡廳、中西式餐廳，還有商店街等等，設施一應俱全，頂級且多元。

11/29 

(日) 

06:30~10:00 早安你好！準備享用早餐~自由活動~【漫步伯朗大道】 

10:30 全員集合，離開日暉國際渡假村 

11:15~12:45 【布農部落】 

12:45~13:45 布農部落享用當地風味午餐~ 

14:20~16:30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7:30 準備搭乘臺鐵：普悠瑪 441 班次 

17:50~21:32
列車上享用精緻餐盒，準備結束這 2 天精彩的台東之旅，帶著滿滿回憶，

返回板橋。 



本週節目 

九月十九日 

第 1477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

爐邊會」延至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三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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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六日 

第 1478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十月三日 

第 147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P.E.Hero 

 主  講  者：新北市攝影學 

博學會士 陳萬坤先生 

 講      題：影藝人生、舞藝人生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宏陸社友(96.09.21)8 年 

陳偉信社友(75.09.28)29 年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12 日  第 147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6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Herbert、Just、Kevin、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Frank、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09月 12日   第 1476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38,600

AL 2,000 Masa 2,000

Cathay 1,000 Navigare 2,000

Dental 1,000 Otoko 4,0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3,000 Roberta 10,0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Fuku 2,000 Sky 1,000

George 2,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3,2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om 1,000

Junior 2,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ood 1,000

Life 1,000 板橋社 3,000

Lobo 2,000  

小計：     $58,200 總計：     $396,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99,500

AL 7,700 Tiger 7,700

Jason 7,700 Tom 5,200

Otoko 7,700  

小計：      $36,000 總計：     $23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