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21 日  第 1499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今日為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恭祝全體社友

寶眷猴年吉祥如意! 

 聯誼 Polo： 

歡迎 P.P.George 公子李明竹先生、李文中伉

儷、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千金張庭暄

小姐、Tiger 孫女王晴樂小姐蒞臨。 

歡唱「恭喜恭喜」、「快樂的出航」! 

敬祝壽星 P.P.Just、Alumi、P.P.George 夫

人、P.P.Otoko 夫人、Kenny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社長 Roberta 致贈全體社友寶眷彩

券。 

(2) 感謝議員林金結致贈全體社友花生糖。 

(3) 慈善歌唱比賽初複賽，謹訂於二月二十四

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報到假社館

舉行。參加人員：林忠慶、翁仁禮。 

(4)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二日遊，謹訂於三月

十二日(星期六)-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舉

行。 

臨時不克參與之社友，請務必告知余 s避

免取消費用的產生。 

(5) 二月份板橋東區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

賽，謹訂於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十

二時十分假新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 

(6) 三月份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7) 第三組內輪會，謹訂於三月八日(星期二)

中午十二時假板橋豐華小館舉行，敬請社

友夫人準時撥冗出席。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長 Roberta 頒發一-三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爐主 P.P.Cathay、Dental、P.P.Eric、 

P.P.James 、 P.P.Just 、 Leo 、 P.P.Long 、

I.P.P.Otoko 、 P.P.Smile 、 Tom 、 Tiger 、

P.P.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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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東區扶輪社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2月 2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土城擔仔麵餐廳 

【感謝贊助摸彩品】： 

社長 Roberta現金二千元5份.現金一千元10份、助理總監Stock現金一千元2份、秘書P.P.Land

現金一千元 2份、社長當選人 Hero 百麟譚威士忌十七年 2瓶、社友 Master 華碩平板電腦 2部、

社友 Aero 象印電子鍋 2台、議員林金結毛毯 1條、板橋東區扶輪社 CROSS 鋼筆 1份、P.P.First

高樑酒 1瓶、紅酒 2瓶、P.P.Eric 毛巾公仔 3份、Tom 現金一千元 1份、P.D.G.Trading 現金二

千元 2份、I.P.P.Otoko 現金一千元 3份、P.P.Fuku 紅酒 2瓶.現金一千元 2份、P.P.Long 現金

二千元 1份、P.P.James 二千元 1 份、P.P.George 現金三千元 1份。 

【恭喜得獎者】： 

現金三千元：董秀琴。 

現金二千元：程文金、郭昭揚、黃伯堯、劉炳宏、黃明志、賴建男、吳得利、蕭慶安、賴光昭、 

陳又禎。 

現金一千元：張富逸、葉進一、李水日、周正義、許國騰、邱明政、陳萬祥、林順正、郭道明、 

郭林美惠、黃慧齡、廖珮妤、顏美淑、王麗雯、許桂芳、蔡秀枝、吳佩璇、林碧卿、簡家秀、 

連文惠、邱游雪娥。 

華碩平板電腦：郭麗玉、江琇珍。 

象印電子鍋：吳晉福、賴光明。 

百麟譚威士忌：鄭德文、郭金興。 

CROSS 鋼筆：徐文美。 

高樑酒：翁仁禮。 

紅酒：郭祐福、黃芳珠。 

毛毯：洪敏捷。 

毛巾公仔：謝堂誠、張茂樹、郭徐桃子。 

                                             社長 Roberta 頒發 1-3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歡樂的摸彩活動~恭喜各位得獎者!! 



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 

二、地點：土城擔仔麵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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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政、賴建男、陳萬祥、 

劉炳華、蕭慶安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2 第 1505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

休會乙次。 

        04/09 第 1506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4/16 第 1507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4/23 第 1508 次例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假新莊頤品

大飯店 

舉行。 

04/30 第 1509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是否捐贈 206 美濃地震款項，請討論。 

決  議：感謝日本高田東扶輪社要捐贈台灣地

震賑災款，社內會給合姊妹社與各位

社友自由樂捐的善款，直接尋找受災

標的物自行辦理賑災事宜。 

 

承辦中華扶輪教育金會創立 40 週年慶典剪影 

時間：1月 30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會議室 

 

 

 

 

 

 

 

 

 

 

 

   

社友擔任交通組、接待組、司儀組 

 

友社授證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3月 6日(星期日)下午 5：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二樓歐州廳(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二樓) 

【新莊扶輪社授證 39 週年】 

時間：3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5:30 

地點：新莊翰品酒店(六樓)兆慶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 號 6 樓)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日期：3月 20 日 (日)11:00 註冊/ 11:30 開會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259 號) 



本週節目 

三月五日 

第 15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Jason 

主  講  者：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水安搜救執行長 張洸輝先生 

講      題：活用繩結 ，救命繩結應用 

 

下週節目 

三月十二日 

第 1502 次例會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二日遊 

 

節目預告 

三月十九日 

第 150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劉書華先生 

 講      題：從來電辨識走向行動網路社群 

 

社長當選人劉炳宏(Hero)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4月 10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洪敏捷前社長(42.03.09) 

黃明志前社長(24.03.12)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62.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31 年 

陳嘉偉社友(71.03.07)34 年 

陳木欽社友(80.03.10)25 年 

林忠慶社友(78.03.12)27 年 

林振哲社友(78.03.12)27 年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37 年 

吳得利社友(79.03.18)26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21 日  第 149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Frank、Kevin、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2月21日   第1499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63,300

First 5,200 Otoko 7,700

George 5,200  

小計：     $18,100 總計：     $78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