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9 日  第 1626 次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下午六時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徐明偉 Benson： 

歡迎來賓國泰人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夫

人陳佳珮女士、P.P.Masa 媳婦陳燕綺女士、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千金張庭瑄小姐、

Kenny 千金呂淨慧小姐、Tiger 孫女王晴樂小

姐、Mars 公子郭丞智先生、郭承鑫先生蒞臨

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Dental、Bright、Alan，生日

快樂! 

敬祝 P.P.Tea 結婚 47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堅持」、「男性的本領」。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八月十一日例會，專題演講為「品味人生

從紅酒談起」敬邀社友夫人蒞臨聆聽。為

統計中午用餐人數，敬請欲參加之社友

夫人告知社長夫人，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2) 社長夫人蔡麗娟女士宴請全體社友夫人，

謹訂於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

時假板橋凱撒飯店三樓家宴廳舉行。屆

時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撥冗參與。 

(3) 本年度若有社友子女、孫子女金榜題名

者，敬請告知余 s，社內將於九月九日(星

期日)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時頒發

獎學金、紀敜品，獎勵各位莘莘學子。 

(4) 秋季旅遊-羅東村却飯店二日遊，謹訂於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舉行。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

券，敬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感謝此次爐主社長林振哲 P.Sky 安排美酒佳

餚、社友蕭慶安 Tiger 贊助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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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八～二○一九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4位、列席：3位 

所屬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阮良雄  張泰西 
板橋北區社  李老丁  張春寶 
板橋東區社  林振哲  吳得利 
板橋南區社  張振坪  陳尚彬 
板橋西區社  陳啟洧  陳柏丞 
板橋中區社  陳秋霞   
板橋群英社  秦孟暘  林立堅 
新北光暉社  陳柏壽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A.G. Hotel、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鴻興D.V.S. Tile、 
板橋群英扶輪社周銘秋P.P. Ming。  

五、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P.Eric、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陳秋霞P. Akiko 
記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陳柏丞S.Cable 

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P.Eric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 P.Eric 致詞：共同主席板中社 Akiko 社長、助理總監 A.G. 

Hotel、地區副秘書 D.V.S. Tile、各社社長及秘書，大家好，感謝各位撥冗來銀鳳樓參加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希望各位長官、各位同學多給與指導及鼓勵。  

     <二>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 Akiko 致詞：共同主席 Eric 社長、助理總監 A.G. Hotel、地區副
秘書 D.V.S. Tile、各社社長及秘書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接下社長、秘書的職位已經
要一個月了。今天我要代表我們 Linda 秘書跟各位請假，秘書的母親 7 月 24 日上午於睡
夢中辭世，享年 91 歲，秘書因為在服喪期間，不便前來開會。在此祝社秘會圓滿成功。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 A.G. Hotel 致詞：地區副秘書 D.V.S. Tile 及各社社長、秘書大

家好，之前聽說要當社長都有點緊張，現在已經接近滿月了，相信應該大家都開始適應了。
很歡喜我們能夠共同來召開社秘會，延續這樣的扶輪傳統一起打拼，需要我們如何執行年
度任務，有好的意見我們都可以互相分享，一起做中學、學中做，讓我們的成果更理想、
富有創意，合力完成屬於我們的年度目標!謝謝大家!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鴻興 D.V.S. Tile 致詞：共同主席 Eric 社長、Akiko 社長、助理總
監 A.G.Hotel、各社社長及秘書大家好，很歡喜今年度跟大家成為同學，我們珍惜、感恩。
有兩件事情：第一個是有關板橋中區社秘書家母，所以今日要討論我們本年度的應酬公約
以及輪流舉辦社秘會的事宜。第二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實助理總監跟地區副秘書僅是
列席社秘會，無法參與你們討論的。我們扶輪以愛為出發點，三不政策：不比較、不批評、
不計較，以此分享我們勵志團隊每位同學，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1）平均三個月，舉辦一次社秘會，每年度共四次，每次二社主辦。 

（2）本年度分組共議協商詳下： 
     第一組：板橋西區扶輪社與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 
     第二組：板橋東區扶輪社與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 
     第三組：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第四組：板橋扶輪社與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另社秘會時間、方式、地點由各承辦兩社社長、秘書共同決定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訂於中華民國107年

10月3日(星期三)上午11：00，假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23鄰39號）
舉行，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2）每人報名費爰往例500元。 
決  議：(一)各社工作分派委由A.G. Hotel全權處理。 
        (二)感謝贊助：助理總監贊助三萬元整、地區副秘書贊助一萬元整、每社社長每 
        人贊助新台幣一萬元整。 
案由三：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謹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11月17日(星期六)假中和烘爐地舉行，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西區扶輪社主辦。 
 （2）援往例報名費每位300元，報名人數主辦社200%報名、其他社160%報名。 

決  議：(一)今年製作毛巾、不製作帽子。 
        (二)主辦社安排外燴廠商，中午八扶輪社於現場餐敘；餐點採認桌方式，一桌4,000

元，飲品每桌70元。另備生啤酒以各社桌數分攤之。 
        (三)感謝贊助：每社社長提供5,000元摸彩品(約五份)。 
案由四：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中華民國108年1月12日(星期

六)上午11：30報到、12：00鳴鐘開會、13:10用餐，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主講者、
講題另行發文通知，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應酬公約，請討論 
決  議：直系親屬喜慶紅包2,000元；喪事白包1,000元。 

十一、報告事項： 
      (一)各社與友社之間來往人數及方式，可透過各社理事會提案、發文給友社以達成共識。 
      (二)本年度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件《弱勢家庭學童課後輔導班助學金辦法》已獲得地 
      區核可，待提案人─板橋扶輪社社長P.Wireless領銜執行案件、公佈頒獎時間及流程。 
      (三)若各社有需要地區長官出席的活動，可透過A.G. Hotel向地區邀請出席。 
      (四)感謝A.G. Hotel提供15年威士忌六瓶及伴手禮(素蹄筋與無籽黑橄欖)予在座出席 

人員。 
十二、會議於下午六點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P.Eric宣佈散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7月 29 日(星期日)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社長 Sky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爐主 社長 Sky 宴請美酒佳餚 



本週節目 

八月四日 

第 162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程文金(P.P.Cathay)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 

              藥學部總藥師 王明賢先生 

講      題：用藥常識 

 

下週節目 

八月十一日 

第 162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Bright) 

主  講  者：欣合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酒類進口總監 方志愷先生 

講      題：品味人生從紅酒談起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29 日  第 1626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Kay、Obama、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Taylo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7 月 29 日  第 1626 次例

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2,100

George 5,200 Tea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152,500

 

第 32 屆內輪會 

時  間：8月 21 日(星期二)12:00 

地  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樓家宴中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邀請人：社長夫人蔡麗娟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扶輪小語 

 扶輪社的特色與目標是一方面要求最高的 

經營能力及操守，另一方面對他的夥伴們 

要有及時的關懷及體貼。 

～1912-1913 RI 社長 Glenn C.Mead  

(葛蘭．米德） 

 

扶輪教導我服務是一切誠實事業的基礎。 

～1913-1914 RI 社長 Russell F. Greiner  

(羅素．格林拿） 

 

2018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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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