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6 日  第 1504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小姐、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P.P.Lobo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5) 褓姆 P.P.Lion 公子 廖榮漢先生告別

式，謹訂於四月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假

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備註：懇辭奠儀，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

儷撥冗出席致哀 

(6) 前社長黃明志(P.P.Long)夫人楊惠女士

告別式，謹訂於四月十日(星期日)上午九

時假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親廳舉行。 

*備註：懇辭奠儀，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

儷撥冗出席致哀 

(7) 為編製第二十九屆授證特刊，欲更換全家

福照片者請提供給余 s。 

 社務討論會由社長 Roberta 代理主持 

討論爐邊會分攤費用金額是否統一、是否改變

舉辦方式，以及例會不設固定座位、爐邊會不

設主桌，並且注意社友例會出席狀況以及社費

繳款進度…等。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長當選人劉炳宏(Hero)有請 

時間：4月 10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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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會議草案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7樓） 

分組：地區領導人研討會-劉炳華  

分組討論-行政管理暨社員服務-劉炳宏、張正鳴 

分組討論-扶輪基金-邱明政  

分組討論-公共形象暨服務計畫–羅致政、劉炳華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會-陳萬祥、謝堂誠 

程序： 

【4月 23(星期六)】 

地區領導人培養研討會(09:00-10:00)          

09:00~10:00 地區領導人培養研討會   

迎賓註冊(08:30-10:50) 

08:30~10:30 報到、聯誼/ 1 樓(晶冠戶外景觀廣場) 

09:00~10:50 早午餐 (6 樓)  

10:00~10:30 聯合捐贈儀式 (1 樓廣場)  

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10:55-14:00) 

10:10~10:45 社友、寶眷入席 

10:55~11:20 進場儀式 

11:20~11:22 RI 社長代表伉儷進場 

11:22~11:38 鳴鐘開會 

13:20~13:50 茶點時間/中場節目表演   

第二次全會(13:50-17:30) 

13:50~14:33 介紹演講人、專題演講 

14:33~16:30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會報告 

扶輪之夜(17:50-21:00) 

18:10~21:00 餐敘、表演 

【4月 24(星期日)】 

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08:50-12:00)    

08:30~08:50 社友進場、鳴鐘開會 

08:55~09:02 介紹 2016 韓國國際年會   

09:02~09:18 

 

介紹 2016-2017 年度總監當選人、介紹 2017-2018 年度總監提名人 

介紹 2018-2019 年度總監提名人     

09:18~09:38 RI 現況報告   

09:38-10:18 專題演講 

10:18~10:20 寶眷組移動至寶眷活動場地 

10:20~10:35 團體獎項 

10:38~11:30 個人獎項、特別獎項 

11:30~11:45 
新扶輪社介紹  

新扶青、扶少團團介紹 

11:45~12:16 RI 社長代表結語、地區總監致閉幕詞、2016-2017 地區年會邀約   

鳴鐘閉會 

惜別午餐會(12:30-14:30)  

12:30~14:30 
(1)餐敘/表演節目 

(2)地區年會盃高爾夫聯誼賽頒獎、年會有功獎項頒發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年度巨額捐獻人晚宴 

時間：4月 22 日（星期五）17:20 註冊、聯誼、18:30 會議開始、19:35 晚會開始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6樓-丹紗廳（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 樓）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 

 

本社訊 

【前社長鄭德文(P.P.Just)公子鄭安傑先生與梁舒涵小姐結婚典禮】 
時間：4月 17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地點：新莊典華六樓世紀盛典廳 

 

友社授證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 35 週年】 

時間：4月 1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館五樓繁華廳 

 

為何成立前受獎人協會      ~資料截取至三月份扶輪月刊 

葛納說這協會提供前受獎人一個方法，以適合他們的投入程度來回饋扶輪。 

目前是新協會會長的葛納說：「前受獎人協會是一個與扶輪重新連結的好方法，因

為你可以根據自己時間的許可狀況來活躍參與。」 

前受獎人可以自行決定參與方式，輕鬆地可以是參加前受獎人協會的聯誼活動，與其他前受獎人

同歡，或者可以比較深入，像是自願參與規劃活動、任職理事會、或是捐款給扶輪基金會支持其

工作。不管是哪一種，葛納表示「前受獎人協會可以是讓前受獎人保持聯繫的平台。」 

要點 

葛納根據自己在地方及地區層次成立北伊利諾協會的經驗，提供以下成立前受獎人協會的建議： 

招募成立一個積極活躍且多元的理事會。一如扶輪本身也努力代表社會結構，你的理事會成員

也應該納入不同的扶輪及人生經驗。 

規劃領導的延續。一年的任期在扶輪很普遍，可是有意願的理事應使其連任。 

限制協會舉辦的活動數目。不要把人累壞──一年不要超過 4到 6個活動。如果前受獎人想要

參與更多，鼓勵他們加入當地的扶輪社。 

讓活動有趣。「我們的理事會設立一個歡樂理事，負責籌劃結合聯誼及服務計畫的活動。」 

納入家庭。葛納說：「我鼓勵舉辦納入家庭的前受獎人活動。一個好玩的前受獎人活動可以使你

與扶輪前受獎人重新聯繫，同時也能介紹扶輪的價值觀我們的子女和配偶。」 

 

事實：根據最近一項問卷調查，我們發現受訪的前受獎人有 54％ 有興趣加入扶輪社或是扶輪青

年服務團。 



本週節目 

四月二日 

第 150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世原 P.P.King 

 主  講  者：中華民國太極拳國家級教練 

               黃正斌先生 

 講      題：揭開氣功神秘的面紗 

 

下週節目 

四月九日 

第 1506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板信商銀碩士班冠名學生 蔡元翔先生 

郭道明碩士班冠名學生 李家偉先生 

郭林美惠碩士班冠名學生 郭慧婷小姐 

板橋東區扶輪社碩士班冠名學生 黃冠瑋先生 

冠寶開發碩士班冠名學生 黃盈笛小姐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年 03 月 26 日  第 150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Frank、Herbert、 

Just、Kevin、Naviger、Obama、Smile、 

Tiger、Tom、Toms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郭金興社友夫人(46.04.02) 

劉炳宏社長當選人夫人(51.04.04)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3月26日   第150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010,700

AL 1,000 Kenny 1,000

Alumi 4,000 King 1,000

Coach 1,000 Land 1,000

Dental 3,000 Leo 2,000

ENT 1,000 Lobo 2,000

Eric 8,000 Polo 1,000

Fuku 1,000 Roberta 3,000

Jack 1,000 Shige 500

Jason 1,000 Stock 8,000

Junior 1,000  

小計：     $41,500 總計：   $1,052,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48,600

AL 7,700 Sun-Rise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861,500

 

本社訊 

【P.P.Long 夫人楊惠女士告別式】 

時間：四月十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公祭 

地點：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親廳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 330 號) 

備註：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