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6 日  第 1578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 Kenny：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蒞臨本社。 

祝福社友 Jason，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廟會 」、「心戀」、「我的

一顆心 」。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音樂晚會，謹訂於

九月六日(星期三)下午六時三十分假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社內共

有二十張門票，請大家踴躍索取。 

(2) 社長 Master 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與

十月十日(星期二)假總統府舉行之國

慶典禮。 

*有興趣之社友伉儷請盡速向余 s 登

記，因為需要回報名冊給主管機關，安

排各項事宜。 

*屆時總統府週遭會有交通管制，建議

各位社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

往，社內也會另行通知，早上約八時在

總統府附近的集合時間、地點，中午社

長 Master 也宴請大家到立法院康園用

餐。 

(3)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假社館舉

行。敬請各位社友不吝推薦公司優秀員

工來接受表揚。 

(4)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長庚

高爾夫球賽舉行。報名費每位 500 元、

擊球費每位 3100 元，敬請社友寶眷踴

躍報名參加。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主持 

，討論社館是否搬遷到「都匯中心」。 

首先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報告現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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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使用情況與費用開支、安全設備…等。

接著由搬遷委員會主委劉炳宏 I.P.P.Hero

說明新處所「都匯中心」收費、用餐、停

車…等事宜，讓與會社友充份瞭解對於搬

遷社館乙事所掌握的進度。對於社館搬遷

乙事與會社友充份表達建議與看法，提供

理事會參考決議。此外社友也提議在稱呼

與紅箱時間上，把握時間讓例會程序更順

暢，保留更多時間讓主講者好好發揮。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設立公共形象看板 

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設立公共形象看板「根除小兒痲痺」、「邀您一起響應環保、種

樹減碳救地球」，感謝板橋西區扶輪社前社長劉炳杉((I.P.P.Bishop)，免費提供架設地點：冠 

君大飯店(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91-1 號)。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比賽日期：10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報到、11：00 開球 

二、比賽地點：長庚高爾夫球場(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長庚球場路 66 號) 

三、報名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同時敬請繳納費用，因故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四、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可參加摸彩) 

五、擊球費用：每位 3,10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六、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七、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八、備    註：請各社於 9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板橋西區扶輪社報名，因場地所限敬請及早 

報名以免向隅。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 

扶輪人總是愛歌唱，提倡扶輪社團歌藝與休閒活動，特別舉辦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藉以開啟歌

唱世界，喚起扶輪快樂的泉源，讓扶輪情誼因歌藝的交流而更加厚實，使扶輪社因歌唱而多采姿。 

初、複賽比賽日期：新北市 2、4、7分區-10 月 14 日(星期六) 

初、複賽比賽地點：地點另行公告 

報名費用：300 元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7fCvFG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 25 日截止 

 

請推薦 2017-2018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 

一、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 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 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如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     

付學費者，得申請獎助。 

四、 申請日期：敬請各社於 2017 年 11 月(以郵戳為憑)前將申請所需各文件郵寄至地區辦公室。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扶輪社推薦受獎學生之原則】 

一、各社每年 11 月底推薦期限前捐獻金額達： 

    (1)新台幣 20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2)新台幣 15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二、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辦理，捐款人如要指定特定人或特定院校系所時，應予尊重。 

三、推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者視同優先

推薦。 

四、各扶輪社即令無捐款或未達優先推薦之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得統籌全地

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評選該地區受獎學生。 

五、各地區總監在競爭性評選中，如遇有歷年捐獻較熱心之扶輪社推薦獎學生，而條件相同時

應予優先考慮。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歡迎馬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臨台灣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邱顯清、洪敏捷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翁仁禮 

黃明志、郭金興、張茂樹、林順正 

2017 年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以幫 

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 

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 

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本週節目 

九月二日 

第 157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葉進一 P.P.First 

主  講  者：美商仙妮蕾德集團 

董事長特別助理 廖杰森先生  

講      題：淺談台灣觀光飯店產業 

 

下週節目 

九月九日 

第 158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楊耀程 Frank 

主  講  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院長 鄭舜平先生  

講      題：常見運動傷害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金興社友(66.09.08)40 年 

 

恭賀 

前社長鄭德文(P.P.Just)當選新北市 

計程車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眾望所歸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致 政 

暨 全 體 社 友 敬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08月26日   第157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Leo、Obama、Taylor、

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8月26日   第1578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49,500
AL 2,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3,000
James 1,000 Tea 1,000
Just 3,000 Trading 2,000
Kenny 1,000 Wood 1,000
Masa 1,000 何易蒼 1,000
小計：     $25,000 總計：     $374,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40,500

Eric 5,200 Just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2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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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除小兒痲痺」公益路跑 

*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日)06:00~12:30 

*地點：新北市蘆洲區「成蘆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