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當選 
林順正社友 

榮膺本社 2017~2018 年度 

(第三十一屆)社長當選人 
按照扶輪社章程細則中之
規定，社長應於就任日之
前一年以上，二年以內選
舉之。 
因此當選之理事應於常年
大會舉行後一個月內召開
會議，互選再下一屆之社
長;選出之社長以社長當

選人身份於緊接而來的七月一日起擔任理
事，且以社長當選人身份滿理事一年後，自
新年度的七月一日起就任為社長。 
本社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5日舉行常年大
會並於當日召開 2016~2017 年度(第三十屆)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選
林順正社友為 2017~2018 年度社長當選人。 

2016-2017 年度 

(第三十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程文金 P.P.Cathay 

2. 葉進一 P.P.First 

3. 劉炳宏 Hero 

4. 張正鳴 Jason 

5. 周正義 Justice 

6. 呂仁團 Kenny 

7. 謝堂誠 P.P.Land 

8. 羅國龍 P.P.Lobo 

9. 邱明政 P.P.Masa 

10. 羅致政 Master 

11. 吳得利 Polo 

12. 陳萬祥 Roberta 

13. 劉炳華 P.P.Stock 

14. 薛松茂 P.P.Sun-Rise 

15. 林順正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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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05 日  第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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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生日快樂! 

祝福 P.P.Wood 結婚 39 週年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六 

(2)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三十屆理事當選人

會議，敬請各位理事當選人留步參與會

議。 

(3)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謹訂

於十二月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假樹林高中舉行。敬邀全體社友寶眷

共襄盛舉。 

(4) 第二十九屆第三次爐邊會，謹訂於十二

月六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上海銀鳳

樓餐廳三樓舉行。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

冗出席。 

(5) 社區服務-頒發聖誕禮物與家扶中心孩

童、台灣慈幼會孩童，謹訂於十二月十

二日(星期六)中午例會舉行，屆時敬請

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例會。 

(6) 尚未繳納社費、秋季旅遊房間費者，敬

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7) 感謝 A.G.Stock 中午為大家加菜「大湖

烤蛋」。 

(8)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Success 公子林

士凱先生弦樂六重奏音樂會謹訂於十

二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假國家演奏廳舉行。歡迎社友購票前往

參與。 

 社長 Roberta 主持常年大會，本週六例會，

應出席社友四十八位，出席三十三位，已

達法定人數宣佈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三

十屆(2016-2017 年度)理事當選人。 

委由 P.P.Jack 擔任發票人.監票人、Junior

擔任唱票人、Bright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三十三張、實際投票數

為三十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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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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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政、賴建男 

陳萬祥、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2 第 1492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01/09 第 1493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農會舉行。 

        01/16 第 1494 次例會，適逢總統、立委選舉休會乙次。 

        01/23 第 1495 次例會，「都市」容正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汪俊男先生。 

        01/30 第 1496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十屆(2016-2017 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周正義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 

薛松茂、林順正 

第一案：本社第三十一屆(二○一七-二○一八 

年度)社長當選人林順正先生。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六-二○一七年度秘 

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 

請討論。 

決  議：秘書-張正鳴 

        會計-薛松茂 

        糾察-謝堂誠 

        出席-劉孟賜 

        聯誼-江基清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一六-二○一七年度五 

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程文金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葉進一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羅國龍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林順正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 

校孩童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四)13：0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2015-2016 年度「台灣扶 

輪公益網-愛的禮物送八方 

記者會」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五)14:00~16:3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1101 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11 樓)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月9日(星期六)  

          12:00五樓報到、享用便當 

          13:00三樓鳴鐘開會 

          13:30專題演講 

14:30鳴鐘閉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主講者：台北商業大學商學研究所 

所長 張世佳先生 

講  題：全球經貿與臺灣產業發展趨勢 

主辦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海芋發現工坊揭幕儀式 

時間：12 月 16 日(星期三)14:00 報到 

地點：新北市家扶親子館(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 號)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 

時間：12月6日(星期日)10:00  

地點：樹林高中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雨不停的下，但心是沸騰充滿喜悅，因為一年一度與弱勢家庭同歡分享愛心的時刻又到來了。 

此次，由扶青團團長周忠志與團員們努力策劃，準備實用的「口罩」參與義賣，以歡喜的價格讓

受扶助家庭採買。此次活動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14,000 元。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

末感恩活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秋季旅遊-台東日暉二日遊剪影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六)-11 月 29 日(星期日) 

 

 

 

 

 

 

 

 

 
 
 
 
 



 
秋季旅遊-台東日暉二日遊花絮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六)-11 月 29 日(星期日) 

11 月 28 日(星期六)我們搭乘早上 6時 7分從板橋火車站出發的太魯閣號，抵達台東火車站

為早上 9時 50 分。 

來到台東的第一站，「龍田單車遊」為鹿野鄉龍田村的自行車道，有當地自行車出租業者擔任解

說員帶路，讓我們了解當地的人文特色，沿途有茶園、果園，還有一條小葉欖仁的綠色隧道，上

有藍天白雲，兩旁有鳳梨田，綠草如茵、青山如畫，就只有在東部，我們才會覺得和山是如此靠

近和大自然如此親近。 

中午於「原生應用植物園」用餐後前往琵琶湖與河濱公園。 

「琵琶湖」深藏於公園內，有清澈的湖水，靜謐的環境，湖邊也設有原木棧道、環湖步道、觀景

水榭等設施，漫步其中有一種清幽之美。而且琵琶湖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河口海濱溼地，湖泊裡有

原生的淡水魚類，因此不論是研究水中生態、散步、賞鳥、騎腳踏車，都是不錯的好地方。 

「台東海濱公園」是濱臨太平洋沿著海岸闢建的海濱公園，天氣晴朗時，可遠眺綠島及蘭嶼，公

園內有不少融合地景的裝置藝術，讓我們走在草坪、椰林間或駐足聽濤、賞海，除了感受海洋氣

息外也感受到濃濃的異國氣息。 

晚上入住「日暉國際渡假村」，晚餐於飯店蝴蝶蘭中式餐廳享用飯店醇情饗宴。 

11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讓大家選擇飯店睡到自然醒、或著飯店設施盡情使用、或著騎著單

車前往伯朗大道與金城武樹有約，總之任君安排渡過悠活的早晨時光。 

中午前往一個努力自給自足的原住民部落「布農部落」，裡面除了可以親近原住民生活外，也販

賣許多他們自己做出來的物品，這些收入將成為他們繼續建設部落、族人的教育基金等等。而布

農部落渾然天成，宛似天籟的八部合音演出，有著強烈的節奏，熱情的舞蹈，鮮豔的服裝，加上

旁邊的解說員，一邊說著部落努力的故事，一邊說著台上表演者努力讀書向上或是為了部落暫時

放棄學業，一個個的故事說的讓台下的人無不感動，他們努力靠自己的力量來滿足生活及教育所

需，真的很不容易。 

傍晚抵達「國立臺灣史前文化館」，從搶救卑南遺址到成立一座史前博物館，這裡，是不容錯過

的一處台灣歷史博物館，不止詳細介紹了台灣史前的文化更運用了展示史前遺物、重現史前生活

風貌、並讓大型的史前生物雕像活靈活現的在人們的眼前出現，豐富的收藏讓大家獲得滿滿的收

穫與感動！ 

晚間，從台東火車站搭乘 18 時 24 分的普悠瑪，在列車上享用池上便當，我們依依不捨離開這風

光如詩，雍懶愜意的台東。 

    此次活動感謝社長 Roberta、秘書 P.P.Land、聯誼 Polo、P.P.Jack 事前細心策畫，讓旅遊

得以圓滿順利。最後，感謝社長 Roberta 致贈農特產釋茄禮盒、招待喝咖

啡，社長 Roberta 夫人準備晚宴花茶、點心，秘書 P.P.Land 致贈陳家鮮奶

麻糬。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二日 

第 1489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致贈弱勢家庭 

   孩童 300 份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九日 

第 149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光明社友(41.12.14)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蔡宗原社友夫人(57.12.1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39 年 

 

第 29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15 日(星期二)11:30 

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板橋麗寶店 

 

十二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12 月 24 日(星期四)11:40 報到 

地點：幸福高爾夫球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05 日  第 148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ental、Frank、Herbert、

Just、Life、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Sky、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12月 05日   第 1488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55,000
AL 1,000 Lobo 2,000
Coach 1,000 Long 2,000
ENT 1,000 Masa 2,000
Fuku 1,000 Otoko 1,000
George 1,000 Polo 1,000
Hero 5,000 Roberta 7,500
Jack 1,000 Smile 3,000
James 1,000 Stock 4,000
Jason 1,000 Tea 4,000
Justice 2,000 Tom 1,000
Land 1,000 Wood 2,000
小計：     $45,500 總計：     $700,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76,200
AL 7,700 Navigare 5,200
Bright 7,700 Smile 5,200
Jack 7,700 Wood 5,200
Lobo 5,200  
小計：      $43,900 總計：     $520,100

友社授證【新北圓桌扶輪社創社成立晚會】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五)17:30 註冊聯誼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7 樓香蘊廳(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