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18 日   第 1555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郭林美惠

碩士班學生葉嘉湄小姐、板信商業銀行碩

士班學生劉彥成先生、板橋慈惠宮碩士班

學生蔡明城先生、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

張韶宸先生、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游淳

卉小姐、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陳睦軒先

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大家攏嘛好作伙」、「暫別」。 

敬祝 Dental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obo、Polo、P.P.Just，結婚週年

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為籌備授證三十週年特刊，敬請社友繳

納全家福照片，以利編輯。 

(2) 三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謹訂於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十

分假龍潭高爾夫球場舉行。敬請有擊球

者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 例會結束後召開三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郭林美惠碩士班-致理科技大學服務業經營

管理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葉嘉湄小姐「運動

品牌代言人可信度對品牌知名度與購買意

願影響之研究」、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國

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劉彥成先生「電腦視覺與機器學習相關應

用」、板橋慈惠宮碩士班-國立清華大學通

訊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蔡明城先生「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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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更正碼簡介」、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國立 

     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所博士班四年級學 

     生張韶宸先生「擴增實境電磁學教學及擴 

     增實境鄉土文化教學學習系統」、板橋慈 

     惠宮博士班-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博 

     士班三年級學生游淳卉小姐「探討施用生 

物炭影響土壤磷的機制」、板橋慈惠宮博 

士班-國立中興大學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所士班三年級學生陳睦軒先生「阿茲海默 

症」。 

 社長劉炳宏 Hero 與推薦單位板信商業銀

行、板橋慈惠宮代表 P.P.Masa、P.P.George

代表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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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劉炳宏、張正鳴、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有關社友申請休會乙事。請討論。 

決  議：發文函請限期內繳納社費，避免影響社籍權利。 

第二案：第 27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請討論。 

說  明：共有八案，其中第五案~第八案需要各社詳加討論。 

決  議：(1)提案五，不同意。 

本 3490 地區規劃各項服務計畫各社應分擔之分攤費，其計算原則應以各社社員人數為 

計算分擔費之基準。 

        (2)提案六，不同意。 

建議青少年領袖營(RYLA)由 3490 地區各分區或各社辦理，以落實社有親自參與服務的 

精神。  

(3)提案七，同意。 

敘獎辦法及獎勵計畫書建議最晚應在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前公告給社長當選人做為規劃依 

據。  

(4)提案八，同意。 

擬請 3490 地區辦公室代收台灣扶輪總會會費每位 100 元。 
 

板橋社 50 週年授證盃 Golf 賽 

*比賽日期：4月 6日(星期四) 

10:00 報到、10：30 開球 

*比賽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擊 球 費：每位 3,300 元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8日(星期六)17: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 

羅致政、江基清 



春季旅遊-宜蘭九寮溪一日遊花絮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 

*行程： 

因應交通部遊覽車新法規，此次旅遊我們改上午九時從板橋出發，約上午十時四十分抵達

「九寮溪自然生態風景區」停車場。九寮溪自然步道原是泰雅族的古道，溯九寮溪而上，翻越

中嶺山之後，古道循著哈盆溪，可通往今日烏來的福山。我們從崙埤村護溪管制站進入，首先

映入眼簾的是有泰雅圖騰的拱橋，我們沿著平緩的水泥產業道路行走，一邊是綠蔭蔥蔥的草地、

一邊是清澈潺潺的溪水緩緩順著山谷流下，不知不覺行走到「九寮溪」石埤處進入土石路後，

才正式抵達九寮溪入口，入口旁的溪岸處可以休憩及玩水。 

中午，我們於「田媽媽泰雅風味館」午餐，大啖經濟又美味的原住民風味餐。下午二時，

前往「農夫青蔥體驗農場」。 

宜蘭有三星六寶：青蔥、上將梨、銀柳、紅龍果、三星米、白蒜。今天我們第二個重頭戲

就是要去「農夫青蔥體驗農場」採青蔥做蔥油餅。大家換上雨鞋、戴上斗笠，聽從農場主人蔣

先生號令，全副武裝到蔥田集合。首先，拔蔥時要反手虎口朝下連根拔起，不能從中拉斷，不

然蔥汁精華就流失，採好的蔥要下洗蔥池，將蔥逐一洗乾淨，才算完成拔蔥體驗。在進行蔥油

餅 DIY 課程前，大家一直嚷嚷著肚子好飽，但當自已親手成型的蔥花爆炸多的幸福蔥餅，在油

鍋裡滋滋作響，帶出一陣陣蔥香味時，多數人還是忍不住現場完食酥脆多汁的幸福蔥餅，而胃

口好的還能現場加碼再來一份。 

頂著飽飽的肚子，下午四時來到「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這承載著早期羅東人記憶和見證

林業運材史極盛一時之地，綠意央然、蟲鳴鳥叫、池水碧綠盪樣，現在轉變為羅東人獨有的城

市秘密花園令人羨慕。園區內有檜木打造而成的竹林車站，是昔日太平山森林鐵路的起終點。

園區內仍可見數部蒸汽火車頭陳列著，而早期貯放高級木材的貯木池，現今轉型為具有環境教

育、自然生態功能的悠美池子。 

晚上五時多，我們抵達「羅東渡小月餐廳」晚餐，恰逢前社長黃明志 P.P.Long 國曆生日、社長

提名人林振哲 Sky 結婚週年，社長劉炳宏 Hero 貼心安排，立即請旅行社幫忙採購蛋糕，為二位

祝福。 

    此次春季旅遊，感謝社長劉炳宏 Hero 伉儷、秘書張正鳴 Jason 伉儷，除了事先費心來宜蘭

堪察路線外，也用心準備在地伴手禮(三星蔥蛋捲、牛舌餅、乳酪餅、三合燒餅)致贈參加者，

更感謝 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費時費工為大家準備豐富的小菜(香腸、魯味)。宜蘭，

是一個富蘊好山好水及歷史遺蹟的好去處，而我們扶輪社，也是歷史延綿，情誼難能可貴的好

所在。 

 

 

 

 

 

 

 

 

九寮溪自然生態風景區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五日 

第 155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一日 

第 1557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四月八日 

第 1558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板橋東區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怡樺小姐 

郭道明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吳政翰先生 

郭鄭明良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佩珊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劉玉萍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江耀先生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格聖先生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地區副秘書(58.04.05)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郭金興社友夫人(46.04.02)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社長夫人(51.04.0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18 日  第 155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9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Frank、Navigare、Taylor、Tetsu、Tiger、

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Obam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3月18日   第155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264,929

Coach 1,000 Kenny 1,000

Dental 2,000 Land 1,000

Eric 2,000 Lobo 2,600

Fuku 1,000 Masa 1,000

Hero 5,000 Polo 2,500

James 3,000 Roberta 1,000

Jason 1,000 Tea 1,000

Just 2,000  

小計：     $27,100 總計：   $1,292,0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57,600

Kenny 10,200  7,700

小計：      $10,200 總計：   $1,167,800

 

總監盃 Golf 賽 

*比賽日期：3月 27 日(星期一)09:00 報到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參加人員：劉炳宏、吳振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