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4 月 30 日   第 1561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社長 Hero 父親劉順善先生、母親劉翁

清連女士、社友 Leo 叔叔吳瑞興先生、母

親吳翠愛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媽媽請你也保重、「媽媽請你

不通痛」。 

敬祝 P.D.G.Trad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Justice，結婚 20 週年快樂!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最近友社授證多，

希望各位社友能踴躍報名參與。 

 社長劉炳宏 P.Hero 代表本社，頒發母親節

紀念品予媽媽劉清連女士、社友母親吳翠愛

女士，敬祝她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社長 HERO 鳴鐘閉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代表本社，頒發 4-6 月

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感謝爐主：張宏陸、林忠慶、吳晉福、楊耀

程、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羅國龍、吳

得利、陳萬祥、薛松茂、黃健豪，準備美酒

佳餚宴請與會人員。 
 

2017-18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 月 21 日(星期日) 

09:30 報到、10:00 開會、18:15 晚餐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2F 長榮廳 

*參加： 

社長 羅致政 Master 

秘書 江基清 P.P.AL 

社員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防止社員流失主委 郭昭揚 P.P.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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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台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05/31 

(三) 

11:30 馥華飯店集合，搭乘巴士前往桃園機場接二社姊妹社  

12:00 機場接機(1)-歡迎高田東扶輪社蒞台 (第一航廈) 

中華 CI107 班機 12:10 

香草 JW1101 班機 12:20

香草 JW101 班機 12:10 

12:50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一樓大廳酒吧下午茶  

14:00 機場接機(2)-歡迎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 (第一航廈) 

馬航 MH366 班機 14:05 

15:30 【馥華飯店】CHECK IN、休息  

17:00 與二社相約在【馥華飯店】，步行前往歡迎會場  

17:30 【板橋吉立餐廳】 

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蒞臨台灣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社續盟儀式 

 

21:00 返回【馥華飯店】  

06/01 

(四) 

08:30 【馥華飯店】CHECK OUT   

08:50 出發，搭乘巴士市區觀光  

09:30 參觀【總統府】   

10:30 參觀【台北賓館】  

11:30 參觀【立法院】  

12:30 中午【康園】用餐  

13:50 參觀【濟南教會】   

15:00 【萬豪酒店】CHECK IN  

16:00 板橋馥華飯店集合，搭乘巴士前往台北萬豪飯店  

21:45 巴士返回板橋馥華飯店  

06/02 

(五) 

05: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離台-9位 

香港 HX285 班機 08:00 

中華 CI753 班機 07:50 

10:00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市區觀光-5 位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市區觀光-5 位 

 

06/03 

(六) 

10: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離台-5位 

(第一航廈) 

香草 JW104 班機 13:05 

12: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離台-5 位 

(第一航廈) 

馬航 MH367 班機 15:05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來台名單
 職稱 姓名 

1. 会長エレクト 青木光達 
2. 副幹事 保坂祐司 
3. 会員選考副委員長 伊藤春男 
4. 令夫人 伊藤ヤス子
5. ロータリー財団副委員長 小坂靖至 
6. 令嬢 小坂恵美 
7. 幹事 宮崎富夫 
8. 令夫人 宮崎葉子 
9. 国際奉仕委員長 小川幸喜 

10. 
地区インターアクト委員
長 

清水信博 

11. 副会長 清水善子 
12. 親睦副委員長 延澤儀一 
13. 職業分類委員 大塚幸四郎
14. 令夫人 大塚加津江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台名單 
 職稱 姓名 

1. 社長 楊明和先生 
2. 社長當選人 黃美娥女士 
3. 社長當選人千金 Jasmin Choy 
4. 秘書 王嘉麗女士 
5. 國際服務委員 張瑞來先生 



【第 27 屆地區年會提案投票結果通知】 
第 27 屆地區年會提案共計 8件提案，已於地區年會舉行提案表決開票，開票結果如下: 

提案一: 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澤恩 John F. Germ 關懷本地區，指派國際扶輪 3620 地區前總監文銀

洙 RIPR Eun-SOO Moon 為社長代表，蒞臨本地區指導本屆地區年會，提議由現任總監謝木

土及年會主委謝清正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社友寶眷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 地區年會提案委員會 

決  議:通過 

提案二:為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澤恩 John F. Germ 的社長代表 RIPR Eun-SOO Moon 出席本屆地區年

會，以「扶輪服務人類」為主題，善盡職責，闡述扶輪主題，扶輪現況及未來，演講精闢，

社友受益良多，提議由總監謝木土及年會主委謝清正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寶眷聯名

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地區年會提案委員會 

決  議:通過 

提案三:為感謝本地區全體前總監協助本屆年會，得以順利進行，由現任總監謝木土及年會主委謝清

正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寶眷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地區總監謝木土 

決  議:通過 

提案四:請本3490地區各社社長鼓勵各社社友踴躍參加2017年國際扶輪於2017年 6月10日至2017

年 6 月 14 日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之 2017 年國際年會。 

提案者: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 

決  議:通過 

提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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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因 3490 地區各社社員人數相差頗多，因此建議服務計畫款項收取應以社員人數數量為單

位收取，較為合理公平。 

2.查目前現況各社應分擔之分攤費係以社為單位。 

3.若通過變更目前現況，新通過案將於 2018-2019 年度施行。 

提案者: 蘆洲重陽社、新北光耀社、新北市百合社 

決  議:通過 

提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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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期望藉由各社或分區辦理，可以培育在地青年，便於追蹤受訓學生成為扶輪將來生力軍。 

2.查目前現況 RYLA 係由地區統籌辦理，由各社分攤 20,000 元，若由各社或分區自辦，將 

有動員及經費編列考量。 

3.若通過變更目前現況，新通過案將於 2018-2019 年度施行。 

提案者: 三重南區社 

決  議:不通過 

提案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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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因每年之 RI 社長獎及地區總監獎之達成計分標準均不同，為便於新任社長在統籌規劃組 

織及預算時，能清楚相關計分規定。 

2.查目前現況計分標準均在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後才陸續編制。 

3.若通過變更目前現況，新通過案將於 2018-2019 年度施行。 

提案者: 新北光耀社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擬請 3490 地區辦公室代收台灣扶輪總會會費每位 100 元。 

說  明:因應本地區張信前總監就任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長，就 RI3490 地區，每年每位成員應繳 

台灣扶輪總會費用新台幣 100 元，擬請 3490 地區辦公室代收。 

提案者:三重扶輪社 

決  議:通過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六～二○一七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8日(星期六)下午五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P. Leo、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P. Tony  

記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S. Alex、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S. Alex 
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P. Leo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P. Leo 致詞： 

我們的長官 D.V.S. Otoko、16-17 的同學們、17-18 年的 A.G. Elevator、D.V.S. Shally、17-18
的社長跟秘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我們的 A.G.在日本，今天請假，所以由我們的 D.V.S.
作今天的代表。今年在 A.G.跟 D.V.S. Otoko 的帶領之下，我們今年也算是圓滿地完成很多地區
的任務，剩下下禮拜年會結束之後，我的同學快可以開始輕鬆了。那再次跟大家抱歉，今天很
倉促地邀請各位的夫人參加今天的晚宴，因為我們二分區過去以來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說
每一屆的社秘會是否邀請夫人，我想說如果 17-18 年的，如果有空的話，可以思考一下下一屆
要怎麼做會比較好。那今天很倉促地跟大家邀請，跟大家說聲抱歉！最後預祝今天的社秘會圓
滿成功，謝謝大家！  

<二>主辦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P. Tony 致詞： 
我們的群英同學 Leo 社長，還有我們的 D.V.S. Otoko，還有我們個二分區的同學，以及 17-18
的所有扶輪領導人，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已經是第四次的社秘會，氣氛應該是比較輕鬆啦~
剛才有人說去年這個時候，我們是想「來日方長」，今天是「時日不多」！剛才我們時間還沒有
到之前，我看到 17-18 的領導人已經在開會，我相信下一屆應該會更精實、更精進！那也預祝
今天的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 D.V.S. Otoko 致詞： 

我們今天兩位共同主席 Leo、Tony，我們在座 16-17 的同學，以及 17-18 我們社長秘書當選人，
我們在座的扶輪先進，大家好！一放眼我們已經第四次的社秘會，這次要討論的題目也就是我
們這屆 16-17 如何的聯誼，那麼我們這屆確實各社社長們辦的活動，都非常園圓滿成功，也都
很盛大，那 Otoko 在這一屆擔任地區副秘書，跟各位共事，也與有榮焉，也期盼大家的團隊不
僅是在這一年，我們會長長久久地延續下去。明年就要看我們 17-18 的表現了，我們今天已經
是來先做好一個 I.P.P.的準備，我們在外面隨伺在側、不敢吭聲，讓大家來發揮。預祝今天我
們的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16-2017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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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稱】暫定為「明星團隊」 

【分組】第一組:板橋東區社、板橋中區社 
第二組:板橋北區社、板橋西區社 
第三組:板橋社、新北光暉社 
第四組:板橋南區社、板橋群英社 

【費用】每位社長$10000，A.G.、D.V.S.贊助 
【聯誼方式】聚餐 
【應酬公約】喪-$1500；喜-未出席$2000/出席$3000 起 

秘書當社長-團隊共同包$20000 禮金 
案由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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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西區社)及地區副秘書社(板橋中區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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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次社秘會抽籤 
十、臨時動議： 
1.板橋東區社社長 Hero：今天是我們 16-17 第四次社秘會，那我們第一次社秘會的時候，那次是由
我們 A.G.跟我們 D.V.S.請客，也有請夫人來吃飯。我是怕我們 A.G.現在在日本，不要到時怎麼會
覺得就這樣決定第一次聯誼你們主持，我 A.G.都還沒請，你就要主持第一次。 等 A.G.回來，我來
向他請示一下，是否要請第一次；如果有要請第一次，D.V.S.有沒有也要請第一次？我們則請第二
次。畢竟總監團隊的長官，我們不能略過，大家說好不好?D.V.S. Otoko 補充：我相信我們也是一
定咬緊牙根、面帶笑容，社長說的，我們一定做到，沒有問題！ 

2.板橋南區社社長 O.B.S.：我們社館面積大，漏水在所難免，之前竭盡所能抓漏了，但實在不知道
毛病在哪。在想是不是用打槍的，打槍的效果是真的很好，但是上面的水可能會四處漫溢，變成其
他地方漏水。目前與管理中心協調是打算用引流的方式，把漏的水引流出去，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十一、活動報告： 
1. 5 月 3 日(星期三)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慶典，假頤品大飯店舉行。 
2. 5 月 6 日(星期六)板橋扶輪社授證 50 週年慶典，假大直典華舉行，也歡迎社長秘書參加感恩會 

及二次會。 
3. 6 月 1 日(星期四)板橋東區社授證 30 週年慶典，假台北萬豪酒店五樓萬豪一廳舉行。 
4. 6 月 3 日(星期六)新北光暉社授證 2週年暨交接慶典，假彭園會館舉行。 
5. 6 月 18 日(星期日)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慶典，假鼎鼎宴會廳舉行。 
6. 6 月 22 日(星期四)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暨交接慶典，假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行。 
十二、會議於下午六時圓滿結束，由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P. Tony 宣佈散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4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社長 Hero 代表本社頒發母親節紀念品予社友尊堂，敬祝佳節愉快! 

 

 

 

 

 

 

 

 

 

感謝第四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           社長Hero代表本社頒發4-6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本週節目 

五月六日 

第 156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主  講  者：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 

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林宗嵩博士 

講      題：氣候變遷下企業的危機與轉機 

 

下週節目 

五月十三日 

第 156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楊君琦小姐 

講      題：探索職場情緒管理與新世代價 

值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30 日    第 1561 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9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nior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黃文龍前社長(43.05.12)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友社授證 

【板橋扶輪社授證五十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六)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六樓花田盛事廳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5月 10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盛典廳 

【五股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5月 12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 6樓盛典廳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5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5: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六樓盛世廳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5月 1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囍宴軒新板店-布拉格廳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第二宴會廳 

 

五月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報到日期：5月 18 日(星期四) 

12:15 報到  12:30 開球  

*球    場：龍潭高爾夫球場   

*擊球費用：$ 2,97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