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板橋社、永和社、樹林社、土城社、板橋北區社 

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4 日  第 1608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會晚點到場，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先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專職運動員謝佳翰先生、經紀人

助理單培毓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

本社。 

敬祝 Justice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Just、Will，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花心」、「世界第一等」!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代理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三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六例會，提前至 3月 29 日(星期四)

舉行「九扶輪社聯合例會」，中午 11:30

報到、12:00 開會、13:10 餐敘假板橋

Mega50 舉行。屆時敬請社友穿著西裝出

席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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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編製授證 31 週年刊物，敬請社友繳

納全家福照片 JPG 檔。 

(4) 社長當選人林振哲 P.E.Sky 宴請全體

社友伉儷，謹訂於 3月 25 日(星期日)

下午 6 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敬請

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社友翁仁禮 Leo 介紹主講者： 

姓名：謝佳翰先生 

出生：1988/01/14 

學歷：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 

系暨碩士班 

曾任：田徑專任運動教練 

現任：專職運動員 

榮譽：台灣田徑撐竿跳項目紀錄保持人、 

2009 東亞運動會銅牌、2011 入圍全 

國體育菁英獎-男運動員傑出獎、 

2014 年度傑出優秀田徑選手(連任 5 

次 2010~2014)…等 

超越期待，成就現在! 

 

 

 

 

 

 

 

 

 

 

專職運動員/台灣鳥人 謝佳翰先生 

目標，是拿來超越的! 

每一步都是累積，每個人都會成就現在的你。 

我是台灣撐竿跳紀錄保持人謝佳翰，2017

年初進行網路募資活動【超越 550 奪牌計畫】，

我成功在網路上籌募到赴美集訓經費二十萬

元，順利在 2017 年底完成移地訓練，自己的身

心狀況已恢復到之前創紀錄的程度。目前正在籌

募 2018 年前進印尼亞運會的經費，如果我能夠

超越 5公尺 50，相信就能奪下一面獎牌，甚至有

機會前進奧運會! 

我在 2011 年當時跳過 5 公尺 31，突破高懸

21 年的「李福恩障礙」，2013 年在全大運以 5

公尺 32 再度打破全國紀錄。曾完成全運會四連

霸與全大運七連霸的驚人紀錄，在亞洲級別的國

際賽事寫下多次的好成績，可惜一直未能完成大

賽奪牌的夢想。 

我 28 歲時曾經遭遇訓練的低潮和身為田徑

選手必需面對的社會、生活與心理壓力，陷入徘

徊在夢想與現實的兩難之中。年齡，是所有競技

運動員不可違抗的命運，今年我 30 歲了，我願

意再努力，再次去挑戰「飛翔的夢想」。 

在台灣，運動員所追求的是「運動精神」與

「國家榮譽」，運動員最需要的是大眾的「支持」

與「祝福」，讓運動員能更加堅定去熱愛運動。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台灣鳥人謝佳翰先生小社旗、車馬費感

謝其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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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24 日  第 160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Frank、Obama、Taylor 

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3月24日   第1608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06,100

Aero 2,000 Master 2,000

Archi 16,000 Otoko 4,000

Benson 1,000 Pol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1,000

Dental 1,000 Shige 1,000

ENT 2,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ock 1,000

Just 2,000 Tea 2,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eo 1,000 Will 2,000

Lobo 1,000  

小計：     $46,000 總計：   $1,152,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00,200

Aero 5,200 Otoko 10,400

Just 5,200 Tom 5,200

Master 17,000 Will 1,730

小計：      $44,730 總計：     $844,930

扶輪 ABC-免出席 

2016 年程序手冊，模範扶輪社章程，第 12 章

出席 

第 3條，社員可准予免出席。如： 

（a）其缺席符合理事會核准之條件及情況。

理事會在認為理由正當且充分時得准予

社員免出席例會。此類免出席之時間長

度不得超過 12 個月。然如係為醫療或生

產、領養或接受寄養兒童之後而請假超

過 12 個月，理事會得在原請 12 個月之

假外另予延長。 

（b）該社員之年齡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

年資達 85 年，並在一社或多社之年資至

少 20 年，且已用書面向本社秘書表達免

出席之期望，並經理事會同意。 

第 5條，出席記錄。如因本章第 3條(a)款之 

規定而獲准免出席之社員未出席例會，該社員 

及其缺席不列入出席記錄。遇有依據本章第 3 

條(b)或第 4條准予免出席之社員出席本社集 

會時，於計算本社出席時該社員及其出席應列 

入本社社員人數及出席人數。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十五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洪敏捷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李水日、黃伯堯、陳嘉偉、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 

李榮鏗、劉炳華、黃文龍 

六、列席：郭道明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6月 30 日第 160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是否變更為感恩之旅。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本社是否與三重東區社、新莊東區社，組盟三東聯誼會。請討論。 

決  議：暫緩討論。 

第三案：社友林順正 Tom 欲申請免計出席以及減免部份社費。請討論。 

決 議：依扶輪社章程，第 12 章出席，第 3 條(a)條款，通過因身體健康因素准予免出席 12 個月。

本屆第四期(4-6 月份)社費減半。 

第四案：第 28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會議案共有十案需要各社理事會決議。請討論。 

說  明： 

提案一：本地區 2020-2022 年度立法會議代表的提名程序與選舉之方法參照扶輪細則 9.070，由本地



區前總監資深輪序的扶輪社提名，再提交地區年會中由各扶輪社選舉人選舉之。 

說  明：1.參照扶輪細則 9.060、9.070、9.080 選舉前總監為代表。 

2.本地區立法代表自始依前總監資深的輪序而產生，但於 106 年 5 月 24 日所產生之

2017-2019 年度代表已未依輪序產生，故需提案議決本地區代表的提名程序與選舉方法。 

3.106 年 5 月 24 日之會議參照扶輪細則 9.060 透過提名委員會程序選舉，經出席之前總監 

投票並且由前總監姚啟甲通過擔任此次立法會議代表。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  議：不同意依資歷輪序。 

提案二：本地區總監提名程序以本地區前總監協會所議定分區輪序之扶輪社推薦總監提名人，若非輪

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參選地區總監提名人。 

說  明：1.2016 年 12 月 16 日前總監聯誼會議定分區推薦總監提名人之輪序如下： 

(1) 新北市第一、五及第十分區(2020-2021)  

(2) 新北市第二分區(2021-2022)  

(3) 新北市第三及第八分區(2022-2023) 

(4) 新北市第四及第七分區(2023-2024)  

(5) 新北市第六及第九分區(2024-2025)  

(6) 基隆分區(2025-2026) 

(7) 宜蘭第一及第二分區(2026-2027)  

(8) 花蓮第一及第二分區(2027-2028) 

以上分區輪序結束時，再由本地區所有前總監召開會議決定分區推薦總監提名人之輪序。 

2.2020-2028 年度分區輪序即將結束前再次由本地區所有前總監召開會議決定分區推薦總監  

提名人之輪序，並應於下次輪序前之地區年會提案表決通過並公布之。 

3.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參選地區總監提名人。若有有效之挑戰提名者，

依國際扶輪細則將所有候選人納入通信投票或於地區年會投票表決。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  議：同意輪序分區。 

提案三：依公平、真實之精神，各扶輪社可以自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劃，參加時以社員數平

均分攤其經費。 

說  明：1.依社員人數多寡（不含寶眷）分擔地區活動經費。 

2.例如：本（新北市第五）分區三重中央社等已長年辦理 RYLA 計劃，又配合地區舉辦的 RYLA

活動計劃，造成二邊經費支出，而增加社員的負擔。 

3.各扶輪社可以自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劃，參加時以社員數平均分攤其經費。 

提案者：新北豐彩扶輪社、新北國際網路扶輪社、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  議：不同意自由選擇。 

提案四：辦理跨地區活動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提出計劃案討論各社經費負擔及工作分配。 

說  明：往後辦理跨地區活動，如有涉及各社分攤經費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提案討論，經選舉人過

半數同意後始可辦理。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  議：不同意經地區年會同意。 

提案五：建議本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以直選產生，當選總監提名人的扶輪社社員須俟三年後才可

以再度參選。 

說  明：1.本地區現行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每分區內各扶輪社的優秀社員須經 16 年時間才有機會

被推廌為總監提名人。 

2.直選可以產生具有熱誠、領導力、執行力、親和力的優秀社員帶領地區擴展新社、增加社



友、改變扶輪。 

3.參照國際扶輪細則 14.010、14.020、14.030 及 14.040 地區總監之提名程序與選舉方法，

由各扶輪社投票選舉總監提名人。當選總監提名人的扶輪社社員須俟三年後才可以再度參

選。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  議：不同意各社投票。 

提案六：請各社為 2016-17 年度地區財務報告進行投票表決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6.060.4-地區年度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權派一名代表出

席，且提早 30 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區會議，提交討論及通過。如未

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題與社員人數無

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投票權。 

提案者：地區辦公室 

決  議：同意 2016-2017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 

提案七：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關懷本地區，指派國際扶輪 9650 地區前總監

Maurie Stack 為社長代表，蒞臨本地區指導本屆地區年會，提議由現任總監謝漢池及年會

主委謝鄧朝松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社友寶眷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地區年會提案委員會 

決  議：同意致函。 

提案八：為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的社長代表 RIPRMaurie Stack 出席本屆地

區年會，以「扶輪改善世界」為主題，善盡職責，闡述扶輪主題，扶輪現況及未來，演講精

闢，社友受益良多，提議由總監謝漢池及年會主委謝鄧朝松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寶眷

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地區年會提案委員會 

決  議：同意致涵。 

提案九：為感謝本地區全體前總監協助本屆年會，得以順利進行，由現任總監謝漢池及年會主委謝鄧

朝松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寶眷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提案者：地區總監謝漢池 

決  議：同意致函。 

提案十：請本 3490 地區各社社長鼓勵各社社友踴躍參加 2018 年國際扶輪於 2018 年 6月 23日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之 2018 年國際年會。 

提案者：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 

決  議：同意鼓勵社友參加。 
 

友社授證 

【新北城星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4月 17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二樓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廳 

【新北光暉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0 日(星期日) 17:30 

 *地點：台北花園大酒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5月 22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第二宴會廳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5月 25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頤品飯店 

【新北市北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7 日(星期日)10: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本週節目 

三月三十一日 

第 1609 次例會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程  序：3月 29 日(星期四)11：30 報到 

12:00 開會、13:10 餐敘 

地  點：板橋 Mega50-鼎鼎宴會廳 48 樓 

(新北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8 樓) 

主講者：外交部政務次長 吳志中先生 

講  題：台灣的外交活力 

 

下週節目 

四月七日 

第 1610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邱顯清社友(40.04.20)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郭金興社友夫人(46.04.02)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前社長夫人(51.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7 年 

 

扶輪 ABC-The Rotary Song! 

1923 由諾里斯.摩根製作，版權屬於美國德拉

威州威明敦扶輪社 

節目預告 

四月十四日 

第 1611 次例會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表揚扶輪基金捐獻人】 

時間：4月 13 日(星期五) 

17:00 報到、聯誼、拍照 

17:50 貴賓入座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 

【第 28 屆地區年會】 

時間：4月 14 日(星期六) 

07:30 四川路社館集合，搭巴士出發  

09:00 報到聯誼 

09:50 社友寶眷入席 

10:20 地區年會開幕式 

12:30 午餐 

13:50 第一次全會、提案決議報告 

15:45 茶點時間 

16:15 第二次全會、頒獎 

17:50 扶輪之夜 

21:30 搭巴士回板橋 

       4 月 15 日(星期日) 

07:00 板橋出發 

08:50 第三次全會、頒獎 

12:30 惜別午餐會 

14:30 返回板橋 

地點：宜蘭運動公園體育館 

(宜蘭縣宜蘭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參加：羅致政伉儷、江基清伉儷、林振哲伉 

儷、郭道明伉儷、洪敏捷、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翁仁禮、吳得利、 

李榮鏗、劉炳華、薛松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