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30 日  第 1574 次例會 

 

 本次例會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

舉行「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下午六時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 P.P.Masa 媳婦陳小萍小姐、社友 Kenny

千金呂淨慧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Dental、Bright、Alan，生

日快樂! 

敬祝 P.P.Tea 結婚 46 週年快樂!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社長 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領帶。 

(2)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例會，邀請 P.P. 

ENT 女婿柯宗賢律師蒞臨演講，例會地

點：都匯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

段 443 巷 77 號 17 樓)。屆時歡迎社友

夫人一同聆聽專題演講。 

(3)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金榜題名者，

敬請告知余 s，社內將於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凱撒

飯店，頒發獎學金、紀念品。 

(4) 職業參觀-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漢翔

航空工業，謹訂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舉行。 

(5) 秋季旅遊-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二日遊，

謹訂於十一月四日(星期六)-十一月五

日(星期日)舉行。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請社友夫人身

體健康、青春永駐。 

 感謝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準備佳餚、社友

蕭慶安 Tiger 準備美酒，宴請與會人員。 

第三十一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一○六年八月五日出版 2017/Aug/5  Vol.31 No.6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七～二○一八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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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1 位、列席：5位 

四、列席：地區總監：謝漢池  地區秘書：謝榮佳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朝淵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林秀鳳 

          板橋扶輪社衛星社副主委：李威毅 

五、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P. CPA、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P. Pao Lin  

    紀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S. Golden、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P.P. Hotel 

六、會議開始：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P. CPA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P. CPA 致詞：略 

    <二>主辦社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 Pao Lin 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 D.G. Beadhouse 致詞：略 

    <二>地區秘書 D.S. Polo 致詞：略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Elevator 致詞：略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Shally 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 106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舉辦 

，開會時間、地點以及邀請對向，請討論。 

說  明：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由板橋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訂於 106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4：00，假吉立餐廳舉辦。 

第二案：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謹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00，假林口長庚高爾夫球場舉行。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西區扶輪社主辦。 

       （2）每人報名費爰往例 5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D.G. Beadhouse 贊助 10,000 元、A.G. Elevator 贊助 30,000 元、D.S. Polo 

贊助 5,000 元、D.V.S. Shally 贊助 10,000 元、各社社長贊助 10,000 元。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 10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上午 8：00， 

假中和南山福德宮舉行。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主辦。 

       （2）爰往例基本報名人數應為社員人數 100%、寶眷 60%以上，每名報名費 3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活動，謹訂於 107 年 1 月 6日【星期六】假新北市農 

        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 

      （2）中午 12：00 假五樓餐敘、聯誼，下午 1：00 假三樓開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ST 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 

        計畫」成果發表會，謹訂於 107 年 1 月 7日【星期日】。請討論。 

說  明：（1）活動地點：擬訂於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2）邀約對象：新北市第二分區各扶輪社社友、寶眷。 



決  議：照案通過；司儀請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P.P. AL 擔任，屆時請各社廣為推廣。 

第六案：擬配合新北市第九分區五工扶輪社，協辦地區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請討論。 

說  明：（1）時間：謹訂於 106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舉辦。 

       （2）配合款項：新北市第二分區每社 20,000 元整。 

決  議：因各社皆已編列年度預算，所以由各社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第七案：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設立公共形象看板。請討論。 

說  明：（1）架設地點：冠君大飯店外牆（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91-1 號）。 

       （2）架設內容：一面為「根除小兒麻痺 End Polio Now」、一面為「邀您一起響應環保，種 

樹減碳救地球」。 

       （3）費用分攤：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各 4,825 元 

                      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 

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各 4,700 元 

總計 37,850 元。（包含新、舊帆布拆除費 11,9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十、板橋扶輪社衛星社成立經驗分享：【附件一】 

十一、報告事項： 

      今年第二分區如成立衛星社 D.G. Beadhouse 贊助每社 30,000 元、A.G. Elevator 贊助每社 

10,000 元。 

十二、感謝：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Elevator 提供 Johnnie Walker Gold Label 3 瓶、Le Cirque 

紅酒 4瓶。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Elevator、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Shally 設宴餐敘。 

十三、會議於下午 6：15 圓滿結束，由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 Pao Lin 宣佈散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7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社長 Master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爐主-社長 Master 宴請全體社友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活動時間：9月 10~11 日(星期日、星期一) 

活動地點：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 號) 

參加人員：陳怡樺、江耀 



本週節目 

八月五日 

第 157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晉福 Dental 

主  講  者：西德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元立昇先生 

(板橋南區社社友 Alex) 

講      題：你應該〝藥〞知道的事 
 

下週節目 

八月十二日 

第 157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洪敏捷 P.P.ENT 

主  講  者：律師 柯宗賢先生 

講      題：怎樣叫做姦?妨害性自主罪簡介 

【例會地點】：都匯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43巷 77號 14樓) 
 

節目預告 

八月十九日 

第 1577 次例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前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顏宗明先生 

講      題：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 

貢獻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 07月 30日   第 157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9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7月 30日   第 1574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8,700
Aer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193,900

 

第 31 屆內輪會 

時  間：8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板橋凱撒飯店 1樓宴會樓 1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邀請人：陳亮吟 

 

社區服務- 

第四屆自殺防治宣導音樂晚會 
時間：9月 6日(星期三)18:30-2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國際扶輪第一屆萬人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日期：10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2:30 
地點：出發起終點/大佳河濱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