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26 日   第 1539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感謝 D.V.S.Otoko 致贈參加桌越盃比賽的

六位成員團服，我預祝他們旗開得勝。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社友 P.P.Tea、Archi、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Cathay 結婚 13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心意」、「人生」「舊情綿綿」。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I.P.P. Roberta 尊翁陳庚星老先生告別 

式，謹訂於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八時 

四十分假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公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葉進一P.P.First主

持。 

(1) 台灣的扶輪社，努力要成為 RI 獨立地

帶和爭取 RI 理事名額，並讓繁體中文

成為 RI 官方語言之一，正積極擴展扶

輪社友人數。目前我們台灣社友人數

需達目標四萬人，但現況人數只有在

三萬六千人左右，離成功尚有段距離

需要加強，希望社友多加推薦優秀人

才加入扶輪社。 

(2) 社館是否搬遷，這幾年一直有在討

論，過一陣子第二分區各社會去板橋

北區社社長何易蒼公司參觀，屆時在

商討是否列入評估考量。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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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 Sky 公子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16 日(星期五)18:00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號) 

 

秘書 Jason 千金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日)18:00 

*地點：1919 藝文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85 號)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弱 

勢家庭孩童 358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六)12:30 

*地點：社館 

*備註：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58 份 

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0:30-14: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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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服務成果發表會 

*日期：11 月 20 日(星期日)11:00 

*地點：台北花博公園-美術公園區 

扶輪社深感台灣偏鄉醫療不足，所以扶輪社透過扶輪全球獎助金投入 30 萬美金(約 1000 萬台

幣)，自 103 年起陸續改善全國 114 個文化健康站設施設備。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

兒，代表原住民同胞致詞感謝扶輪社多年來對偏鄉的付出，而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長楊敏盛

Knife，也代表台灣地區的扶輪社接受具原住民圖騰之紀念感謝獎牌，而受饋的偏鄉地區長輩

們也親蒞現場，載歌載舞表現他們的活力和感謝之意。 

我們扶輪社拋磚引玉、關懷原鄉，希望讓老人家們可以在熟悉的部落生活，提高生活滿意度並

達成文化傳承及健康照護之目標。 

 

 

 

 

 

 

 

 

 

 

本社與台北城東扶輪社、台北晨新扶輪社擔任當日大會的糾察組工作 



2016 年立法會議，相關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立法會議】 

建議立法案。在立法會議受審的立法案限於下列兩種：更改 RI 章程文件的制定案，以及 RI 理

事會提議的立場聲明。（16-113） 

立法會議的代表。立法會議代表將自獲選的次年度的 7 月 1 日起，任職三年。例如，2019 年的

代表的任期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16-114） 

決議會議。由立法會議代表組成的決議會議，將每年藉由線上會議，審議建議決議案。決議案的

提案者可為扶輪社、地區年會、英愛國際扶輪社之審議會或年會。由代表投票而獲得多數票通過

的決議案，必須在舉行立法會議的前一年度的 6 月 30 日以前提交秘書長。（16-113） 

【地區的變更】 

將扶輪社移入鄰接的地區。理事會，可將社員人數不滿 1,100 人的地區合併，或以將部分扶輪社

移入鄰接地區的方式分割有超過 100 個扶輪社的地區。（16-84） 

地區的變更在 2 年後生效。任何由理事會決定取消或更改地區疆界的決議，在決定後 24 個月之

後方才生效。（16-86） 

【選舉 】 

贊同總監選舉的挑戰。贊同挑戰候選人的扶輪社數增為， 必須有地區内其他 10 個社，或地區内

扶輪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且以二者之中較多者為準。唯有在該年 7月 1日時已成立至少 1年之

扶輪社得以算入為可以贊同挑戰的總數中。（16-71） 

簡化特別選舉的程序。地區因爲特別情況重啓提名程序時，如果原來的提名程序中沒有任何扶輪

社推薦人選，總監沒有必要重啓邀請扶輪社提出總監提名之推薦程序。 （16-72） 

 

扶輪家族歲末感恩慈善音樂會 

暨 2016-17 年度第二分區地區 

獎助金服務計畫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48 份春節禮物 
*時間：1月 9日(星期一)13：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愛扶輪的理由       ~截取至扶輪月刊 

1.因為我們即將根除一項疾病，你可以參與其中 

2.因為你與採取行動的人連結在一起 

3.因為我們的基金會有 100 年之久 

4.因為我們十分了解社群網絡 

5.因為善有善報 

6.因為社員制度變得更彈性 

7.因為我們支持和平與終結衝突的努力讓世界 

變得更美好 

8.因為扶輪獎學金幫助最優秀、最聰明的人達 

成目標 

9.因為科學顯示扶輪社員比較健康快樂 

10.因為我們有光明的未來 

 



本週節目 

十二月三日 

第 154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國騰 Life 

主  講  者：神奇傑克活動公司 

總監 傑克先生 

講      題：現代社交魔術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日 

第 1541 次例會 

 召開第三十屆常年大會，選舉第三十一屆

(2017-2018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三十一屆(2017-2018年

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6 日  第 153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Herbert、Just、

Navigare、Obama、Taylor、Tetsu、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Sky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65.12.06)40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月 11月 26日  第 153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51,829

Benson 1,000 Land 1,000

Cathay 2,000 Lobo 200

Eric 1,000 Masa 1,200

First 1,000 Otoko 1,000

Hero 6,000 Stock 5,000

Jason 1,000 Tea 7,200

Junior 2,000 Tiger 3,000

Kenny 1,000  

小計：     $33,600 總計：     $885,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54,600

Kevin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762,300

 

新北市第三分區卓越盃桌球 

比賽暨身障友誼賽 

*比賽日期：12 月 4 日(星期日)08:30  

*比賽地點：新北市新莊國中體育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11 號) 

*參加人員：Archi、Archi 公子、Junior、 

Life、Kenny、板橋北區社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