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04 日  第 1514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 迎 五 工 扶 輪 社 創 社 社 長 王 清 水

(C.P.Leader)、板橋北區扶輪社前社長林孔亮

(I.P.P.Light)、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

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徐銘淵先生、國立台灣大

學環境工程學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陳彦豪先

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三年級學生劉彥甫先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江耀先生、國立臺

北大學法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陳柏全先生、 

台灣科技大學資工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江培

文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Sun-Rise 、 P.P.Lobo 、 Tiger 、

P.P.AL、Toms 夫人，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尚未繳納社費之社友，敬請盡速繳納以利

社務運作。 

(2) 六月份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出

席。 

(3) 例會結束後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全體

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本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謹訂於

七月三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

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舉行。 

 中華扶輪教育基得獎學生報告，徐銘淵先生

「車載網路中封包聚集機制」、陳彥豪先生

「烘焙癈竹筷來製造生物燃料」、劉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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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臺北市加蚋仔襲產教育架構及內涵之

探討」、江耀先生「一個使用空間切割技術

之有效率密度式分群演算法」、陳柏全先生

「醫藥專利–從法制面探討我國專利藥廠及

學名藥廠間之關係」、江培文先生「非同步

無線感測網路上前 K個回饋值的通訊協定」。 

 社長 Roberta 與推薦社友 P.P.James 代表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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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4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劉孟賜 

五、出席：江基清、劉孟賜、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黃明志、邱明政、羅致政、

陳萬祥、劉炳華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友社授證 

【新北世界扶輪社創社授證】 

*日期：6月 12 日(星期日)時間:下午 5:30 報到聯誼 6:00 開會 

*地點：三峽鼎上食府(三峽區復興路 233 號) 

【樹林芳園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6月 15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授證週年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6月 1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6樓世紀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17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五樓-紫艷盛事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新北卓越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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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南區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6月 21 日(星期二)17:30 註冊聯誼 

*地點：富基時尚婚宴會館(新莊區建國一路 99 號) 



扶輪訊息-地區新扶輪社簡介 

(1)五工扶輪社輔導，新北圓桌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九分區。 

新北圓桌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22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2 號 8 樓 

辦 事 處: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45 號 6 樓之 1 

連絡電話:02-8965-8986 

聯絡傳真:02-2272-7068 

(2)宜蘭西區扶輪社輔導，宜蘭北區扶輪社歸屬宜蘭縣第一分區。 

宜蘭北區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宜蘭市大坡路 1段 100 號(新生國小美語村教室) 

辦 事 處:260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203 號 7 樓-3 

連絡電話: 03-9323823 

聯絡傳真: 03-9314988 

(3)鶯歌扶輪社輔導，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四分區。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桃園市中正路 1071 號 5 樓之 7 

辦 事 處:桃園市中正路 1071 號 5 樓之 7 

連絡電話: 0971-004-691 

聯絡傳真: 03-250-6469 

(4)大漢溪扶輪社輔導，新北世界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四分區。 

新北世界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新北市鶯歌區育德街 42 號 

辦 事 處:新北市鶯歌區育德街 42 號 

連絡電話: 02-2670-7375 

聯絡傳真: 02-2679-6565 

(5)新泰扶輪社輔導，新莊菁美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三分區。 

新莊菁美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66 號 3 樓 

辦 事 處: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66 號 3 樓 

連絡電話: 02-2906-3031 

聯絡傳真: 02-2907-7318 

(6)三重北區扶輪社輔導，新北單車網路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一分區。 

新北單車網路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新莊真的好晶漾會館(新莊區中港路 572 號) 

連絡電話: 0937-195-213 

聯絡傳真: 02-2281-6020 

(7)三重千禧扶輪社輔導，新北北海岸扶輪社歸屬基隆分區。 

新北北海岸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 新北市萬里區加投路 213 號之 3號 

辦 事 處: 新北市萬里區加投路 213 號之 3號 

連絡電話: (02)2498-3588 

聯絡傳真: (02)2498-9699 

(8)三重南欣扶輪社輔導，新北市三重南欣衛星扶輪社。 

(9)三重三陽扶輪社輔導，大陸昆山扶輪社。 

(10)三重中央扶輪社輔導，新北產經網路扶輪社。 

(11)土城中央扶輪社輔導，土城東區扶輪社。 

 



本週節目 

六月十一日 

第 151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高雄市中華健康養生協會 

營養保健組長 王幸惠小姐 

講      題：健康年輕很簡單~暢談耳穴保健 

、飲食、運動、減壓 

 

下週節目 

六月十八日 

第 151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A.G.Stock 

主  講  者：綠色騎跡發起人 張晏鐘先生 

講      題：用七個月流浪，交換第二人生 

(單車北京到羅馬)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6月04日   第151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Herbert、Just、Tiger、

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Trading 

 

 

 

 

 

敬祝 生日快樂! 

蔡宗原社友(56.06.12)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54.06.14)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6月04日   第151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277,200

AL 3,000 Navigare 1,000

Dental 1,000 Obama 1,000

First 1,000 Polo 500

Hero 3,000 Roberta 6,000

Jack 1,000 Shige 5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Kenny 1,000 Stock 5,000

Masa 1,000 Sun-Rise 2,000

小計：     $29,000 總計：   $1,306,200

 

拍賣收入 承上期：    $7,500

Roberta 10,000 Stock 6,000

小計：      $16,000 總計：     $23,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17,900

AL 7,700 Land 7,700

小計：      $15,400 總計：   $1,133,300

 

第 29 屆第四組內輪會 

時間：6月 21 日(星期二)12:00 

地點：大遠百板橋店-和食 EN 

(板橋區新站路 28 號 11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