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32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一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 召 開 ， 並 在 會 中 舉 行 第 三 十 二 屆

(2018-2019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

事人數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

定，扣除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

社長當選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

七位，本日將再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

後，馬上召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

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

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時間：12 月 10 日(星期日)10:15 開始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社區服務-捐贈弱勢家庭孩童聖誕禮物】 
*時    間：12 月 16 日(星期六)13:00 

*地    點：社館 

*受贈單位：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400 份、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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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25 日  第 1591 次例會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來賓旺旺中時北京總監張厚煒先生、領

唱老師呂虹臻小姐蒞臨本社。 

敬 祝 壽 星 Junior 、 P.P.Tea 、 Archi 、

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P.P.Eric、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望春風」、「滿山春色」、「外

婆的澎湖灣」。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4) 感謝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致贈全體

社友農民曆。 

(5)  2017-2018年度3490地區扶輪好聲音

歌唱大賽決賽，謹訂於 12 月 6 日(星

期三)下午 6:00 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

功能集會堂舉行。社內有六張門票有

興趣觀賞之社友可以向余 s索取。 

(6)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愛樂種子

成果分享會，謹訂於 2018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下午 13:30 假新北市政府

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敬請社友寶

眷於 12 月 15 日前踴躍登記票券。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洪敏捷P.P.ENT主持。 

會中建議將社友張正鳴 Jason 做的歌曲「感

謝」、「大家攏嘛好作伙」、「暫別」放在

扶輪歌選裡。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地區寶眷聯誼會 

*時間：12 月 8 日(星期五)10:00 -15:30 

*地點：凱達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會員代

表大會 

*時間：12 月 15 日(星期五) 

16:00 報到、16:30 開會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 3 樓 翠廳 

*參加：社長 羅致政 

 

2017-18 年度卓越盃桌球比

賽扶輪暨身障邀請賽 

*比賽日期：12 月 17 日(星期日)8:30~17:00 

*比賽地點：新北市新莊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11 號) 

*參加人員：板橋東區社 陳嘉偉、林忠慶 

呂仁團、許國騰 

             板橋北區社 林正彥 

             新北城星社 凃凱能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5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五)13:20-15: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6日(星期六) 

12:00 五樓註冊、餐敘 

13:00 三樓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立法院院長 蘇嘉全先生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 

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 

愛樂種子成果發表音樂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2017-18 年版 社員名錄 

•社員應備，印刷精美 

•多冊編印，查閱方便 

全新台灣12 個地區扶輪社社員名錄以及12 

個地區總監及其他扶輪團體、歷屆各地區總

監通訊等資料。 

一套三卷 

卷一含 3461、3462、3470、3510 等地區 

卷二含 3481、3482、3501、3502 等地區 

卷三含 3490、3521、3522、3523 等地區 

每套 NT$1,500 元，團購(10 套以上，限寄

送同一地址) 

享有 9 折優惠，團體預購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15 日，預購從速。 

單行本每冊 NT$500 元 

如欲訂購請洽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

會。 

電話：02-25418756 傳真：02-25418608 

Email :editor.rotapub@msa.hinet.net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小太陽英文課輔 

計畫 
*時間：1月 13 日(星期六)09:30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扶輪 ABC-扶輪用語與詞彙英中對照 

DG (District Governor)地區總監 

IDG (Incoming District Governor )下屆總監 

DGE (District Governor-Elect)地區總監當選人 

DGN (District Governor-Nominee)地區總監提名人 

DGND (District Governor-Nominee Designated)地區總監提名指定人 

IPDG (Immediate Past District Governor)甫卸任前總監 

PDG (Past District Governor)前地區總監 

P (President)社長 

VP (Vice President) 副社長 

PE (President-Elect)社長當選人 

PN (President-Nominee)社長提名人 

IPP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甫卸任前社長 

PP (Past President)前社長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日 

第 1592 次例會 

常年大會，選舉第 32 屆(2018-2019 年度)

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2 屆(2018-2019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九日 

第 159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Jason  

主  講  者：外交部政務次長 吳志中先生 

講      題：台灣的外交活力 

 

3490 地區扶輪好聲音歌唱大 

賽決賽 

*決賽日期：12 月 6 日(星期三)18:00 開始比賽  

*決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1 月 18 日  第 1590 次例會) 

扶青團 承上期：   $30,000

AL 1,000 Jason 1,000

Fuku 1,000 Master 1,000

George 2,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Tea 4,000

小計：     $12,000 總計：      $42,00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65.12.06)4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5 日  第 159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Just、Leo、Otoko、

Taylor、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1 月 25 日  第 159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99,100

AL 1,000 Junior 4,000

Alan 1,000 Kenny 1,000

Benson 5,000 King 1,000

Cathay 2,000 Lobo 1,000

Coach 1,000 Polo 2,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2,000 Sky 2,000

Eric 2,000 Stock 3,000

Hero 2,000 Tea 2,000

James 1,000 Tetsu 1,000

Jason 2,000  

小計：     $38,000 總計：      $737,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53,400

Obama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5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