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27 日  第 1600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今日去台中參加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會頒獎典禮領取 1500 萬功勞

社獎，所以委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許家榮先生、領唱老師呂虹臻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 P.P.George、P.P.King，結婚週年快樂

並頒發結婚週年禮券。 

歡唱「滿山春色」、「一支小雨傘」、「得

意的笑」。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活動暨捐贈板橋

地區學校淨水器五台，謹訂於 1 月 28

日(星期日)13:30 假浮洲紙廠公園舉

行。*敬邀社友寶眷一同共襄盛舉。 

(2) 前總監 郭道明 Trading、前社長 郭祐

福 Fuku、前社長 郭昭揚 James，為慶

祝汾陽王郭子儀 1321 週年華誕，謹訂

於 1月 28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

農村公園(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50 巷

93 號)辦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

與。  

(3)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2 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舉行。*屆時會舉辦摸彩活動，邀請

各位 PP、社友不吝贊助摸彩品，摸彩

品內容、數量請向余 s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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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主

持。 

會中報告社館搬遷最近進度相關事宜。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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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二、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26 號) 

三、出席：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3 位、列席：22 位 

四、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P. City、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P. Stanley 

五、紀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S. Lucky 

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P. City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P. City 致詞：略。 

<二>主辦社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P. Stanley 致詞：略。 

八、貴賓致詞： 

<一>地區總監 D.G. Beadhouse 致詞：略。 

<二>地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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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一：3490 地區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節目表演，請討論。 

說  明：總監之夜，二分區需提供一個才藝表演節目每個節目時間為 6-7 分鐘內，大會贊助節目費

用 8,000 元整。 

決  議：以肚皮舞表演為主並由群英社負責聯絡該社社友，確認之後並回報。 

案由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

六）下午四時，假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由板橋東區扶輪社及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並邀請 2018-2019 年

度人員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卸任之後二分區社長、秘書與第四、七分區社長、秘書共同舉辦聯誼會。 

(提案人: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 

說 明：第四、七分區社秘會已達成共識，祈望二分區同意加入。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活動報告： 

1.板橋南區扶輪社卓越 30 授證週年音樂會於 3 月 2 日(星期五)，18:45 入場、19:15 活動開始，假

台灣藝術大學表演廳(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舉行。 

2.板橋南區扶輪社 30 週年授證將於 3 月 3 日(星期六)17:30 註冊聯誼、18:00 鳴鐘開會，假板橋凱

撒飯店(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舉行。 

3.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區服務-寒冬送年菜活動暨捐贈中山國小.大觀國小.榮民之家淨水器共五台】

於 1 月 28 日(星期日) 13:30 報到、14:00 活動開始、16:30 活動結束，假浮洲紙廠公園(板橋區



大觀路二段 28 號)舉行。 

4.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胡睿鈞成立全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協會，成立大會將於 2 月 8

日(星期四)18:00 於台北花園酒店 2樓國際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舉行。 

5.感謝 D.V.S. Shally 贈送 17-18 團隊及 18-19 團隊每人一份江記一塊豆干滷味。 

6.感謝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City 提供 11 瓶皇家禮炮威士忌。 

十二、請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P. Stanley 宣佈散會。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活動暨捐贈生命能量水生成器共五台 

*時間：1月 28 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浮洲紙廠公園(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28 號) 

秉持扶輪社扶助弱勢的精神，社長羅致政 P.Master 發起舉辦這場浮洲有愛.寒冬送暖活動。

為使經濟弱勢家庭能歡喜過年，本社與小土狗志工協會、社友游伯湖 Alan 公司馥華集團共同準

備 220 份溫馨年菜禮盒(內有六菜一湯)、白米、麵條，致贈弱勢家庭讓他們享美食、過好年。 

為了讓社區民眾共襄盛舉，當天只要捐三張發票就可以兑換一張園遊券，當日活動所得發票

也將全數捐給新北市家扶中心。也感謝社長當選人林振哲 P.E.Sky 妙柔一髮廊設立義剪攤位、前

社長李榮鏗 P.P.Smile 舒麥爾食品公司免費提供 500 份起酥蛋糕…等共 11 個愛心攤位，讓社區

民眾樂得直呼做好事、得好物。 

當然，也感謝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愛捷科技公司用板橋東區扶輪社的名義，捐贈五

台「Top Spring 生命能量水生成器」予大觀國小 2台、中山國小 2台、榮民之家 1台，讓莘莘

學子、長者能喝好水、也喝出安心與健康。 

 

 

 

 

 

 

 

 

 

 

 

 

社長 Master 與地區總監 Beadhouse、社區主委 Junior 代表本社將年菜禮盒致贈給弱勢家庭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新泰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莊典華 5F 紫艷喜事廳 

【五工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3月 5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香蘊廳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7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0: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六樓盛典廳 

 

 

 



本週節目 

二月三日 

第 16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世原 P.P.King 

主  講  者：台灣內湖特斯拉總公司 

車主顧問 詹智超先生 

(板橋群英社社友 Jonason) 

講      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下週節目 

二月十日 

第 160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謝堂誠 P.P.Land 

主  講  者：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團長 許亞芬女士 

講      題：我的戲曲人生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夫人(52.02.09)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5 日(星期日) 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林忠慶、程文金、葉進一、李水日 

張正鳴、周正義、謝堂誠、邱明政 

賴建男、林振哲、黃俊哲、薛松茂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27 日  第 160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Coach、Frank、Obama、Otoko、

Roberta、Taylor、Tetsu、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1 月 27 日  第 160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36,100

AL 1,100 King 1,000

Benson 1,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Sky 1,000

ENT 2,000 Tea 500

George 6,200 Tiger 4,000

Kenny 1,000 Wood 1,000

小計：     $20,800 總計：     $956,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77,600

Archi 5,200 Hero 7,700

Cathay 7,700 King 5,200

Dental 5,200  

小計：      $31,000 總計：     $70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