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31 日  第 1483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Shige、P.P.Long 夫人生日

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社友 Life 致贈全體社友月曆。 

(2) 社友 AERO 競選立法委員總部成立，謹

訂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假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71 號舉行。屆時

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加油、打

氣!! 

(3) 跨地區扶輪日，謹於十一月十四日(星

期六)舉行。 

當日，與社友 AERO 總部活動衝突，所

以請各位社友十時前抵達 AERO 總部加

油打氣，我們十時二十分準時離開從板

橋捷運站搭乘捷運前往中正紀念堂參

加地區扶輪日活動。 

當日，上午直接前往中正紀念堂之社

友，根據主辦單位最新通知，會設置第

二分區報到處，敬請各位社友穿著社長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活動，並找余 s 簽

到、領取園遊券三○○元、餐盒。 

(4)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

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

假中和烘爐地舉行。為安排早餐、午餐

事宜，敬請向余 s報名參加人數。謝謝!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社長致贈

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此次中午用餐，八社一起在烘爐地叫

外燴辦桌，希望大家能踴躍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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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社長江基清(P.P.AL)宣導台灣扶輪公益

網： 

『扶輪公益網』的服務方式，秉持著【公益

心、環保情、扶輪攜手向前行】的精神。  

公益心  

鼓勵扶輪社友以職業服務做社區服務，加入

「扶輪公益特約店」。提供弱勢家庭，如商

品的優惠折扣、專業諮詢服務、提供就業打

工…等機會。  

例如：從是牙醫執業之社友，提供弱勢家庭

成員免收掛號費或每年提供若干名額齒顎矯

正免收醫療費用之服務。  

2015-2016 年度主要聚焦於社友職業服務相

關資源之捐贈。各社社服計畫亦可上網登

錄，留下永久性紀錄。各社友愛心資源捐贈。  

環保情   

鼓勵扶輪社友捐贈家庭、公司用不到的二手

物資或是庫存品，社友只要把可以捐贈的物

資拍照，請各社執秘或公益網客服傳送至「台

灣扶輪公益網網站」，社福團體會自行上網

索取。  

扶輪攜手向前行  

「台灣扶輪公益網」屬於每位扶輪社友想做

公益的平台，因為網路的普及化，通訊聯繫

方式的便捷，現在是扶輪公益網起步的最佳

時機。未來我們希望集合全台灣各個扶輪

社，透過這個平台，把所有扶輪社友捐贈的

物資，媒合給各社所輔導的社福團體(預計

2000 單位左右)。各社社區主委也可以幫您的

社福單位，在這個平台找到他們需要的物

資，達到跨社、跨分區、跨地區的網路媒合

公益方式。請所有社友到扶輪公益網註冊成

為捐助會員，也邀請貴社幫助的社福團體到

扶輪公益網註冊後索取需要的物資。取之扶

輪用之扶輪，讓我們因為擁有共同公益的情

懷，盡一己之力,為其他人的生活帶來些許改

變!  

台灣扶輪公益網網址：17rcn.org                

 社務討論會由社長 Roberta 代理主持。 

討論本社第三十一屆社長人選、2016-2017

年度之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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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新泰扶輪社授證 28 週年】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富基海鮮時尚婚宴會(新莊市建國一路 99 號)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  

時間：12 月 3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彭園會館三重店 4樓宴會廳(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 6號 4樓) 

 

11 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11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 11：40 報到、中午 12：00 開球 

地點：林口高爾夫球場(新北市林口區北里後湖 50-1 號) 

費用：擊球費每人 3,310 元 

餐敘：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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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1 日  第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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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第148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70,800

AL 1,000 Lobo 1,000

Coach 1,000 Long 3,000

Fuku 1,000 Masa 1,000

George 200 Navigare 1,000

Hero 2,000 Otoko 1,000

Jack 1,000 Roberta 6,000

James 1,000 Shige 2,000

Kevin 1,000 Stock 3,000

Land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29,200 總計：     $600,000

拍賣收入 承上期：        $0

Roberta 5,000 Trading 2,500

小計：      $7,500 總計：      $7,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54,500

Aero 5,200 George 5,200

Cathay 5,200 Polo 5,200

First 5,200 Trading 5,200

小計：      $31,200 總計：     $3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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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早餐 

08:30 登山 

10:00 團康、趣味競賽 

11:30 午餐、摸彩 

地點：中和烘爐地 

備註：請穿著社長致贈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剪影 

時間：11 月 4 日（星期三）10：00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淨桿冠軍-劉炳華 

第 6 名助理總監獎-吳振斌 

第 8 名地區副秘書獎-羅國龍 

第 5 名跳獎-劉炳宏 

第 40 名跳獎-賴建男 

淨桿第 37 名-蕭慶安 

淨桿第 44 名-李水日 

淨桿第 53 名-林淑容 

淨桿第 56 名-陳萬祥 

近洞獎-李水日 

近洞獎-賴建男                        地區總監 Polish 頒發淨桿冠軍予 A.G.Stock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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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四日 

第 1485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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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第二分區報到處前集合、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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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穿著社長致贈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2)現場會規劃各分區之專屬座位，

社友報到後請自由入座 。 

敬祝 生日快樂!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羅致政社友(53.11.17) 

翁仁禮社友(71.11.20)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49.12.01)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陳萬祥社長夫人(66.11.14) 

劉炳華副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2 年 

邱明政前社長(46.11.19)58 年 

謝堂誠秘書(65.11.23)39 年 

張正鳴社友(74.11.24)30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3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2 年 

 

本社訊 

前社長洪敏捷(P.P.ENT)千金洪旻郁小姐與 

李長泓先生結婚典禮 

時間：11 月 8 日(星期日)11:30 

地點：台北晶華酒店三樓宴會廳 

 

第三組爐邊會 
時間：12 月 6 日(星期日)18:0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三樓 

爐主：江基清、邱顯清、陳木欽、楊耀程、

賴光明、黃伯堯、張正鳴、蔡宗原、羅國龍、

林振哲、劉炳華、郭金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