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4 日  第 1482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來賓桔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林敬

祥先生、英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蘇元均先

生、台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趙沛澤先生 

、崑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主任顏進忠先生、諾

貝達精品磁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副總張元

哲先生、諾貝達精品磁磚股份有限公司儲運課

課長吳月真小姐、諾貝達精品磁磚股份有限公

司財會課課長陳敏華小姐、妙柔一髮型美容技

術協會副理陳慧玲小姐、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

協會店長楊淑惠小姐、舒麥爾食品有限公司麵

包師父 候明輝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

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Alumi 夫人、Polo 夫人生日快

樂! 

 新社友郭金興先生(Obama)、翁仁禮先生

(Leo)入社儀式，由介紹人 P.P.Land 向大家

介紹新社友簡歷，接著由社員主委 Jason 監

誓新社友宣誓入社宣言，由 P.D.G.Trading

配帶扶輪徽章、名牌，社長 Roberta 致贈本

社小社旗、扶輪資料，簡單隆重完成新社友

入社儀式。 

 社長Roberta個人準備橄欖油禮盒贈送新社

友 Obama、Leo，也感謝介紹人 P.P.Land 為

本社增添二位生力軍致贈二盒人參禮盒。 

 秘書 P.P.Land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社長 Roberta 有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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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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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P.Smile 將於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參

與根除小兒痲痺單車環島活動，我們祝福

他們父子環島活動平安、成功。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首先請雇主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蹟，

在委請職業主委 P.P.AL、社長 Roberta 代表

本社頒發獎牌、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業態

度，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出席 P.P.Lobo、糾察 Jack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劉孟賜、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謝堂誠、黃明志、賴建男、陳萬祥、 

          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葉進一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二

年級學生吳承憲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請推選二○一六-二○一七年度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人選。請討論。 

決  議：推薦顧問委員會提名前社長賴建男(I.P.P.Otoko)擔任地區副秘書。 

跨地區聯合例會、慈善音樂會、愛心園遊會 

地點：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 

程序：09:40 義賣攤位「舒麥爾食品有限公司」前集合、簽名、領園遊券 

10:00 愛心園遊會 

11:45 三地區總監暨社長入場式、宣佈開會 

12:15 PRIP Gary & RIO Frederick 致詞 

12:25 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致詞 

13:00 三地區總監暨各地區社長代表就位、宣布閉會 

13:05 高空拍攝扶輪 LOGO 大會旗 

14:10 播放鹿港廟會活動起鼓影片 

14:30 音樂廳外面舞臺演掌中戲，音樂廳內由台北愛樂弦樂團演奏音樂，內外場以 LED 螢 

幕同步視訊 

17:28 閉幕 Happy Ending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時間：11 月 22 日(星期日)09:30 

地點：光復高中(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來函照登~推薦 2018-2019 年度總監候選人 

說 明： 

一、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三章第 13.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18-2019 年度地區

總監候選人。 

二、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附件一)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程序手冊第二章(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

冊第 19-22 頁），細則第十五章條文規定，（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182-183 頁）各社推薦之

總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宣誓書(附件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署後，

連同扶輪社推薦公函於 2015 年 11 月 15 日前 (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公室。 

四、另函附地區總監參選資格及任務，請參閱。 
 

來函照登~敬請各社繳交 2015-16 年度上半年扶輪月刊訂閱費 

說 明： 

一、按照國際扶輪細則第 20 章 20.030.1.條「雜誌之訂閱」及模範扶輪社章程第 14 章「扶輪 

雜誌」之規定，每一位社員在其持有社員資格期間即應訂閱國際扶輪理事會核准並規定訂閱之

扶輪雜誌；兩名(寶眷/親子)扶輪社員居住同一地址者可選擇合訂一冊扶輪月刊；訂閱費以每 6

個月計。此乃扶輪社員取得社員資格之條件，包括繳交年費、出席例會之外另一項義務。 

二、「扶輪出版委員會」現已改組並已更名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委員會」，配合國際扶輪理

事會 2014 年 10 月會議通過中文為國際扶輪之支援語文之決議，籌備架設中文扶輪網站提供更

多中文扶輪資訊。因經費巨大，更必須由各社社友全員繳交本會中文扶輪月刊之訂閱費以為支

應。 

三、自 2015 年 7 月 1日起每人每半年應繳納訂閱費一次新臺幣 600 元；次年 1月 1日繳交下半 

年訂閱費。 

四、各社繳交之總金額以各社 7月 1日之社員人數為準，煩請於 11 月 30 日前將上半年度款項匯款

至地區辦公室帳戶。(請務必註明社名俾核銷)，謝謝配合！ 
 

來函照登~敬邀參加 2016 年韓國世界年會 

說 明： 

一、2016 年國際年會假韓國首爾舉行，日期於 2016 年 5 月 28 日到 6月 1日，敬邀各社社友踴躍報

名註冊，共襄盛舉。 

二、地區將由總監組團前往，團隊資訊將另行公告。 

三、為響應本年度 RI 社長獎中鼓勵社友註冊並使用 RI 網站，欲參加年會之社友註冊請自行上網註

冊（http://www.riconvention.org/en/seoul/register），註冊相關費用如下： 

2015 年 12 月 15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10。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75。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後註冊，每人註冊費 USD 440。 

四、為提供本地區社員、寶眷多樣化組團行程，歡迎各旅行社提案，由地區蒐集後發佈各社參考。

敬請各社有興趣提供組團之旅遊業社員(必須為本地區扶輪社之現職社員)於 11 月 20 日前填妥

附件組團統計表連同行程表及報價回覆至地區辦事處：info@rid3490.org.tw 。 

五、RI 初步公布之首爾國際年會議程如附，提供規劃行程參考。 



新社友郭金興 Obama、翁仁禮 Leo 入社剪影 

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歡喜新社友郭金興 Obama 入社                    歡喜新社友翁仁禮 Leo 入社 

 

 

 

 

 

 

 

 

 

 

 

歡迎加入板東大家庭            社長 Roberta 感謝介紹人 P.P.Land 致贈人蔘禮盒 

 

 

來函照登~2015 泰迪熊愛心路跑.用愛跑出上學路 

說明 ：  

泰迪熊公益路跑活動有別於一般路跑，它結合了愛心助學與泰迪熊溫暖意象。本地區很榮幸能夠擔

任「2015 泰迪熊愛心路跑 用愛跑出上學路」的指導單位。祈願透過此次的路跑活動，喚醒大眾對

弱勢孩子的關懷，並將愛與溫暖傳遞到弱勢孩子的手中。本活動記者會已於 2015 年 10 月 15 日(星

期四)召開。地區為發揮扶輪服務人群精神、鼓勵大家關懷弱勢，希望能透過扶輪的力量，達到一呼

百應的積極作用，更能將自己的愛心推己及人 。 

活動名稱:泰迪熊愛心路跑-用愛跑出上學路 

活動時間： 201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報名日期：104 年 10 月 16 日 至 104 年 11 月 06 日截止(額滿為止)。 

立即報名：線上報名 (各社可採用團體報名，凡團體報名達到 50 人，大會將提供專屬休息棚一座)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社長 Roberta、職業主委 P.P.AL 

代表本社頒發獎牌、禮金、紀念 

品予受表揚員工 

 



本週節目 

十月三十一日 

第 148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扶輪公益網宣導 

 

下週節目 

十一月七日 

第 148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昭揚 P.P.James 

 主  講  者：高績效企管顧問公司 

總經理 莊聰正先生 

 講      題：心話朵朵開-談說話藝術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黃明志前社長夫人(27.11.02)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4 日  第 148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nmi、Archi、Coach、Dental、

Frank、Herbert、Just、Kevin、Master 、

Navigare、Tiger、Tom、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10月24日   第148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01,800

AL 3,000 Life 1,000

Bright 1,000 Lobo 2,000

Eric 4,000 Obama 5,000

Fuku 1,000 Otoko 1,000

George 2,000 Polo 3,000

Hero 2,000 Roberta 12,000

Jack 2,000 Shige 1,000

James 2,000 Sky 6,000

Jason 2,000 Smile 5,000

Justice 1,000 Stock 3,000

Land 2,000 Sun-Rise 1,000

Leo 5,000 Trading 2,000

小計：     $69,000 總計：     $570,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3,800

Alumi 5,200 Sun-Rise 5,200

James 5,200 Tiger 7,700

Roberta 17,000 Obama 5,200

Sky 5,200  

小計：      $50,700 總計：     $354,500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1 月 15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銀鳳樓三樓 

參加：劉炳華、陳萬祥、謝堂誠 

 

第二分區聯合登山 

時間：11 月 22 日(星期日) 

08:00 集合 

08:30 登山 

10:00 團康、趣味競賽 

11:30 餐敘、摸彩 

地點：中和烘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