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24 日  第 1582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暨歡迎馬來西亞 P.D.G. Khoo Boo Khean 伉

儷蒞台假板橋凱撒飯店一樓吉祥廳舉行。 

下午六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前總監邱武權

先生(P.D.G. Khoo Boo Khean、P.D.G. Khoo 

Boo Khean 夫人 Swan Sim、印度扶輪社社友

Sharath、夫人 Sahiti、褓姆廖金順先生

(P.P.Lion)、褓姆夫人廖歐月圓女士、台北

市安東扶輪社社長胡碩勻先生(P.Brent)、

台北市安東扶輪社前社長傅孟斌先生

(P.P.Ben)、P.P.Fuku 孫子郭秉翰先生、

P.P.Fuku 孫女 林姿妤小姐、P.P.Long 公子

黃正中先生、P.P.Long 媳婦陳琪芳女士、

P.P.Long 孫女黃顗湘小姐、P.P.Long 孫子

黃瑀盛先生、P.P.Tea 孫女林思岑小姐、

P.P.Masa 媳婦陳小萍女士、Taylor 公子黃

紘傑先生、Kenny 千金呂淨慧小姐、Tiger

孫女王晴樂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曲「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歡唱自選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兒像

檸檬」。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社長 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柚子禮

盒。 

(2) 感謝 P.P.Smile 致贈與會社友中秋月餅

禮盒。 

(3) 感謝 P.D.G.Ken 致贈本社一瓶老白汾

酒、二盒阿膠紅棗。 

(4) 感謝 P.P.Jack 致贈全體社友夫人年度

絲巾。 

(5) 社友黃俊哲(Tetsu)與王蓓恩小姐結婚

典禮，謹訂於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下

午六時假台北 W Hotels 八樓風尚廳。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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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頒發本年度金

榜題名獎學金、紀念品予 P.P.Fuku

孫女林姿予小姐、P.P.Fuku 孫子郭秉

翰先生、P.P.Long 孫女黃顗湘小姐、

P.P.Tea 孫女林思岑小姐。 

 社長羅致政P.Master頒發十~十二月

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夫人身體健

康、青春永駐。 

 感謝第二組爐主：Aero、Bright、

Coach、P.P.ENT、P.P.Jack、

P.P.Just、P.P.King、Leo、

P.P.Long、Obama、P.P.Shige、Tom，

準備美酒、佳餚宴請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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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三、出席：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6 位、列席：1位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朝淵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P.Gas、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P.Marshall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S.Park、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S.Wen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 P.Gas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 P.Gas 致詞：略 

<二>主辦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P.Marshall 致詞：略 

八、貴賓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Elevator 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1 日(星

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海釣族餐廳舉行，提請討論。 

決  議：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並邀請 2018-2019 年度人員列席。 

案由二：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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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成果發表會，謹訂於 107 年 1 月 7日【星期日】假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當日協力社：板橋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請主辦社及板橋西區扶輪社各派六至十位社友協力會場招待及佈置。預計下午 1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二、四、七分區初、複賽謹訂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假勝輝

都匯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 號 14 樓)，提請討論。 

說  明：當日協力社：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報名資格：社友伉儷為限。 

報名費用：每位 300 元。於報名後匯入指定帳戶。 

初賽：早上 9點 30 分開始(請於賽前一小時完成報到)，複賽：下午 1點 30 分開始。 

敬請各社至少報名兩位以上。詳細比賽內容請詳閱簡章。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2017-2018 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植樹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主辦社：新北市第二分區八社共同主辦 

地點：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 510 巷內農地 

決   議：為配合較適合植樹季節，預計於 10~11 月舉行，時間另行通知。 



十、活動報告： 

1.10/16(一)AG 盃高爾夫球賽與光榮團隊高爾夫球賽同場地，故合併舉行。 

2.板橋社主辦之地區獎助金－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舉行日期為：107 年 1 月 13 日(六)上午 10 點， 

地點：中山國小大禮堂。 

3.「ST 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劃」暫定於 12/30(六) 14:30 板橋車站裡進行快閃活動。並預計 

12/20(三) 14:30 於新北市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 

十一、請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P.Marshall 宣佈散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頒發金榜題名暨歡迎 P.D.G.Ken 伉儷蒞台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吉祥廳 

 
 
 
 
 
 
 
 
 
 
 
 

社長 Master 致贈 P.D.G. Ken 伉儷紀念品     社長 Master 頒發 P.P.Fuku 孫女、孫子金榜題名 
 
 
 
 
 
 
 
 
 
 
 

 

社長 Master 頒發 P.P.Long 孫女金榜題名           社長 Master 頒發 P.P.Tea 孫女金榜題名 
 
 
 
 
 
 
 
 
 
 

 

社長 Master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第二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大家 



本週節目 

九月三十日 

第 158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月七日 

第 1584 次例會 

適逢雙十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節目預告 

十月十四日 

第 1585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金興社友(43.10.01) 

楊耀程社友(53.10.03) 

劉炳華前社長(44.10.06)   

張富逸前社長(60.10.07) 

游伯湖社友夫人(68.10.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6 年 

游伯湖社友(99.10.03)7 年 

李榮鏗前社長(71.10.04)35 年 

賴建男前社長(85.10.04)2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 09月 24日   第 158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2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9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Leo 

三、祝您旅途愉快! 

     Benso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9月 24日   第 1582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69,000

Tom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74,200

 

106 年國慶大會典禮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二) 

08:00 總統府附近集合 

12:00 社長 Master 宴請康園用餐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備註：安檢人員依觀禮名冊實施安檢並採團 

進團出進、退場，屆時會另行通知詳 

細集合時間與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