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二十九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排、結

束後收拾 

陳萬祥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翁仁禮、林振哲、李榮鏗 

攝影組 

下午 04:3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林忠慶 陳嘉偉、鄭德文、陳木欽 

郭金興、薛松茂、陳偉信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謝堂誠 程文金、葉進一、郭昭揚 

許國騰、羅國龍、黃明志 

賴建男、吳振斌、林順正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入

座 

劉炳華 張宏陸、洪敏捷、郭祐福 

李水日、王世原、邱明政 

羅致政、郭道明、黃文龍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吳得利 江基清 

獎品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吳晉福 邱顯清、周正義、蕭慶安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劉孟賜 張富逸、張茂樹 

特刊組 編印紀念特刊 楊耀程 賴光明、呂仁團、蔡宗原 

1.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配帶年度灰色領帶。 

2.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會場迎接友社社友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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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5 月 07 日  第 1510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陳韋宗先生、陳

怡樺小姐、林佩珊小姐、林格聖先生、劉祐

誠先生、 

賴奕丞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George、P.P.King、P.P.Wood、社

長 Roberta、P.P.Smile 夫人，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二十九屆顧問委員

會，敬請各位前社長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三十屆第三次理事當

選人籌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

參與會議。 

(3) 社區服務-你有心我有禮捐血活動，謹訂

於五月十四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

第一運動場東門前廣場舉行。敬邀全體社

友寶眷踴躍參與捐輸。 

 中華扶輪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陳韋宗先生

「以關稅占進口比例為自由貿易指標下探討

其對所得不均之影響」、陳怡樺小姐「老人

處事都以和為貴?集合式住宅住民衝突事例

的探討」、林佩珊小姐「個體與群落：中國

當代詩歌美學及其地域精神」、林格聖先生

「臺灣當代錄像藝術：陳界仁」、劉祐誠先

生「應用鐵-鈦複合載氧體應用於化學迴圈燃

燒與產氫程序之研究」、賴奕丞先生「利用

電子自旋共振技術研究蛋白質的結構與性

質」。 

 社 長 Roberta 與 板 橋 慈 惠 宮 代 表

P.P.George、P.D.G.Trading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代理出席 B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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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 

*時間：0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5：30 註冊聯誼;下午 6：00 鳴鐘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六樓盛典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泰山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5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5：30 註冊、聯誼；6:00 鳴鐘開會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三樓國際宴會廳(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北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五)17:30 

*地點：三峽鼎上食府(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233 號)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6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四)17:30 

*地點：徐家堡婚宴會館(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329 號)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6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8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第二十九屆第三次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7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李水日、郭祐福、郭道明、薛松茂、吳振斌、王世原、黃文龍、郭昭揚、張茂樹、鄭德文、

黃伯堯、李榮鏗、張富逸、程文金、江基清、羅國龍、賴建男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原訂二○一七-二○一八年度(第三十一屆)社長當選人林順正先生，因身體健康因素辭去社

長當選人乙職。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一案：二○一七-二○一八年度(第三十一屆)社長當選人羅致政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十屆(2016-2017 年度) 第三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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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得利 

五、出席：程文金、劉炳宏、周正義、呂仁團、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林順正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本社第三十一屆(二○一七~二○一八年度)社長當選人羅致政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第三十屆收入預算是否每位社友分攤捐款調高一萬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五～二○一六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5年5月1日(星期日)下午4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Terry、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Scott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Truck、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Leo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Terry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扶輪社社長 Terry 致詞：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共同主席 Scott 社長、15-16 團隊

的同學，以及 16-17 年度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及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很高興這次社

秘會由我們板橋社和板橋群英社共同主持。下一屆助理總監感謝我們上次社秘會邀請他

來，因此這次的酒都由他來贊助，我們今天要盡量地喝。另外，地區總監今天剛從韓國

回台，目前正從機場趕過來，可能五點左右才會到，待會我們也不用太緊張，可以慢慢

聊慢慢開。 



<二>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Scott 致詞：主席 Terry 社長、A.G. Stock、D.V.S. Success、各位 

15-16 年度的同學以及 16-17 年度社長秘書及寶眷，大家好。今天晚上我們有準備那卡西， 

希望開完嚴肅的會議後，大家也能一起在助理總監當選人準備的美酒下同樂，那麼我們今 

天的會議就正式開始。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Polish致詞：我們今天的主席、各位社長秘書以及下屆的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很

抱歉因為剛剛三點才下飛機，現在才趕來。首先恭喜新年度的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及

社長秘書即將擔負重任，我們雖然只剩二個月，也必定會把扶輪傳承做好。也感謝有這

個緣份跟今年度的團隊共事，謝謝大家都很努力達成今年盼望的目標，也祝今天的會議

圓滿成功，大家身體健康。 

<二>地區秘書Kenma致詞：今天的主席、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現在已經過十個月，今年的

活動大家都做得有聲有色。上禮拜地區年會剛結束，由於頗受好評也給國外很好的印象，

因此日本希望跟我們締結姐妹社，這幾天去韓國也受到十分熱烈的招待。我們第二分區

在各方面都非常棒，因此今天總監邀請我來，我一定要來參加。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Stock致詞：今天的共同主席，板橋社的Terry社長、板橋群英社的Scott

社長，地區副秘書D.V.S. Success、16-17年度的助理總監P.P. Screen、地區副秘書P.P. 

Otoko、在座的15-16年度社長秘書以及16-17的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 

剛剛主席有提到，今天是我們 15-16 年度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社秘會，剛好今天是五

一勞動節，這個年度只剩下二個月就要結束，因此大家覺得很輕鬆，我也這麼覺得。上

個禮拜各位都參加了地區年會，一般來說大家會覺得這是總監的畢業典禮及成果展，接

下來陸陸續續也有各社的授證，授證基本上也算是社長的畢業典禮和成果展，但是我們

好像沒有屬於分區的年會，既然今天有那麼多社的社長秘書和下屆的社長秘書在場，那

我想今天就當成我們助理總監和地區副秘書的畢業典禮好了。 

其實這個年度，地區總監本來建議我們二分區的交接和授證在同一天舉辦，這樣對於總

監團隊來說比較輕鬆，不用跑那麼多場。對於即將接任的助理總監和地區副秘書來說也

算是一個開學典禮。通常在畢業典禮時總監和社長都會講二件事情，一是畢業成果，一

個是他感謝的話。 

AG 基本上是介於總監辦公室跟各社之間的橋樑，因此如果有什麼活動成果也算是總監或

各社的成果。有一件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今年的高爾夫球賽本來應該叫「第二分區

高爾夫球聯誼賽」，承蒙各位社長的好意，將名稱改成「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

賽」，感覺這是我唯一的成果。這邊要特別跟下屆助理總監報告一下，那天的比賽總共有

七十多位人員參加，辦得很成功。第一名是 AG，第二名是 DVS，但我們二個得到冠亞軍，

獎金也是要捐出來或加碼，因為對我們來說不見得有利，所以你們明年比賽時分數記得

要看清楚。 

今年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 DVS，雖然 AG 這個職稱比較好聽，但剛好今年我家裡有點事，

因此 DVS 出的力比我更多，在這邊要謝謝他。也很感謝我們二分區八社的社長秘書，大

家都全力支持今年的地區活動，各項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在這裡也希望藉著下屆社長

秘書的手來給我們這屆的社長秘書一些掌聲。 

今年地區總監的施政重點是希望能在地區增加 12 個社，使台灣的扶輪社友達到四萬人，

讓國語成為扶輪官方語言。不過很遺憾的是，今年 3490 共 14 個分區，大多數的分區都

有成立新的社，只有二分區在這個部份交了白卷。 

但是今年年會有提到一項建議事項，雖然說社員的人數要增加到四萬位，但並沒有規定

扶輪社的數目也要增加，不過據我所知一旦社的數量增加後，地區也可以增加，如此一

來台灣就可以成立自己的地帶，成為地帶的話可以自選我們的 RI 理事，這個部份目前我

們是跟別的地帶輪流擔任，這是滿重要的一件事。但有些人覺得我們應該要重質不重量，

增加優質的社友比增加新的社重要，這也是我給地區總監的理由。最後，今年非常有緣

份擔任這個職務並跟大家結緣，謝謝大家的支持。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Success致詞：今晚是我們15-16最後一次的社秘會，也很開心邀請

16-17的團隊來參加這是很好的見習機會。像剛剛我們AG講的，今年不論是聯合登山或是

高爾夫球都辦得非常好，連總監都稱讚，應該要給我們AG鼓勵一下。另外我們的班長，

板橋社的社長Terry也是功不可沒，這是非常好的傳承。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交接授證的高

峰期，因此每社都非常忙碌，祝福每位社長當選人可以順利交棒，我也很開心即將卸任，

在這邊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5-2016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一次聯誼會舉辦日

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5.【應酬公約】-喜事：3200元(不克出席2000元)、喪事：1500元、生子女：社長1000元、

秘書500元。 

團隊名稱待總監團隊討論後再行公佈。至於分組、費用及聯誼方式則待助理總監與四、七 

分區之助理總監詢問合辦意願並取得共識後再行決定。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2016-2017年度主辦社長、秘書聯誼會之順序，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由助理總監社(板橋南區社)及地區副秘書社(板橋東區社)主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

誼會，其他以抽籤方式決定主辦順序。 

決  議：第二、三、四次社秘會之詳細資訊待七月十七日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再行討論。 

補  充：2016-17年度二分區共同活動日期如下： 

高爾夫球賽-105年10月5日(星期三)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聯合登山-105年11月6日(星期日) 

聯合例會-106年1月7日(星期六)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館搬遷討論案。提案人：助理總監Stock 

說  明：有關各扶輪社以目前社址做為開會辦公的地方，不曉得是否合適。建議大家可以稍微思考

一下，之後有機會再來討論。 

十一、活動報告： 

<一>報告事項： 

1.板橋社社長Terry：本社已於上週決議購買一台AED置於六扶輪社館，歡迎各社於例會時間安

排廠商前往示範講解。 

板橋社秘書Truck補充：AED之費用由板橋社全額支付，維修費用則由共同基金分攤。此AED

為可攜式，歡迎各社有活動時外借，。 

板橋社社長當選人Bank補充：AED主要供各社於例會時使用，由於週一到週六皆有扶輪社開

會，建議若要外借以週日為佳。 

2.板橋南區社社長Marker：這次地區年會難得所有社長都上台擊鼓，也感謝AG全額贊助。這次

的日本大地震我們板橋南區社捐出200萬的日幣，雖說只做到六月底，但我們服務也是不間

斷的。 

3.助理總監Stock：再次感謝地區總監及秘書長特地前來參加社秘會，也特別支持肯定我們二分

區的活動，藉著這個機會幫總監和秘書長洗塵，希望他們今天高高興興來跟我們聯誼。 

<二>各社授證日期： 

1.5月3日(星期二)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21週年慶典，假上海銀鳳樓舉行。 

2.5月15日(星期日)板橋東區社授證29週年慶典，假新莊典華會館舉行。 

3.6月5日(星期日)新北光暉社授證1週年慶典，假上海銀鳳樓餐廳舉行。 

4.6月10日(星期五)板橋扶輪社授證49週年慶典，假台北天成TICC世貿會館舉行。 

5.6月17日(星期五)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32週年暨第32、33屆交接慶典，假台北喜來登飯店舉行。 

6.6月22日(星期三)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21週年暨第21、22屆交接慶典，假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行。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Scott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五月十四日 

第 1511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一日 

第 1512 次例會 

為舉行本社授證 29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故經理事會決議提前至五月十五日(星期日) 

假典華新莊館六樓盛典廳舉行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順正社友(65.05.16)4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5月07日   第151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Herbert、Kevin、

Navigare、Obama、Tiger、Toms 

2016-17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時間:5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40 開會 

地點:大直典華(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程文金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5月07日   第1510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154,300

AL 1,000 Kenny 1,000

Cathay 2,000 Otoko 1,000

Eric 10,500 Polo 1,000

First 4,000 Roberta 6,000

Fuku 2,000 Sky 1,000

George 12,000 Smile 3,000

Hero 2,000 Tea 1,000

Jack 1,000 Tom 2,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ustice 2,000 Wood 2,000

小計：     $57,500 總計：   $1,211,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014,700

Eric 7,700 Shige 5,200

Kevin 5,200 Tom 5,200

King 5,200  

小計：     $28,500 總計：   $1,043,200
 

2016-17 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時間:5 月 15 日(星期日) 
09:30 報到、10：00 開會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參加： 
1. 地區副秘書 Otoko 
2. 社長 Hero 
3. 秘書 Jason 
4. 財務 Sun-Rise
5. 社員主委 Cathay 
6. 公共形象主委 Stock 
7. 行政管理主委&職業服務

委員會主委 
Master 

8. 扶輪基金主委  Lobo 
9. 服務計劃主委 First 
10. 社區服務主委 Polo 
11. 國際服務主委 Masa 
12. 青少年服務主委 Ken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