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9 日  第 1632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新社友國泰人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

Jey、夫人陳佳珮女士、P.P.Masa 媳婦 陳燕

琦小姐、P.P.Long 公子黃正中先生、媳婦陳

琪芳女士、千金黃宜瑛小姐、孫子黃禹程先

生、孫女黃顗緗小姐、孫子黃禹盛先生、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千金張庭瑄小

姐、Justice 千金 周芳緯小姐、Kenny 千金

呂淨慧小姐、Benson 公子徐騰志先生、Aero

公子張詠皓先生、Mars 千金郭郁淇小姐、公

子郭丞智先生、公子郭承鑫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Justice，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Obama、P.P.Stock，結婚週年快

樂! 
歡唱自選曲「月夜愁」、「月兒像檸檬」。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感謝社長 Sky 致贈全體社友柚子。 

(2) 感謝 P.P.Smile 致贈與會社友中秋節月

餅。 

(3)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

械展，謹訂於九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

三時假南港展覽館站 1號出口集合。 

*敬請參加社友穿著西裝，準時撥冗出

席。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

賽，謹訂於十月三日(星期三)10:30 報

到、11:00 開球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

行。 

*報名費：每位 500 元。(報名後若不克

出席者恕不退費) 

*擊球費用：每位 2,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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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友陳世君 Jey 宣誓入社儀式，首先

由介紹人社長林振哲 P.Sky 簡單介紹陳

世君 Jey 個人資歷，接著宣讀扶輪誓詞

並由社員主委黃伯堯 P.P.Jack 監誓，前

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為其配帶扶

輪徽章、社員名牌，最後由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全體社友贈送本社小社旗，簡

單隆重完成入社儀式。 

 由林振哲 P.Sky 頒發本年度金榜題名獎學

金、紀念品予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 

、Justice 千金周靖軒小姐、P.P.Long 孫

子黃禹程先生。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

日禮券，敬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

駐。 

 感謝第二組爐主：張宏陸 Aero、江基清

P.P.Al、游伯湖 Alan、林忠慶 Archi、徐

明偉 Benson、劉孟賜 Bright、程文金

P.P.Cathay、邱顯清 Coach、吳晉福

Dental、洪敏捷 P.P.ENT、張富逸

P.P.Eric、郭昭揚 P.P.James、郭俊麟

Mars，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1). 比賽日期：10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報到、11：00 攝影開球 

(2). 比賽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3). 報名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同時敬請繳納費用，因故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4). 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5). 擊球費用：每位 2,65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6). 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7). 參加人員：吳振斌、鄭德文、連文惠。 

 

扶輪知識-扶輪社員的責任 

扶輪社是扶輪的基石，出席每週例會可使得社員們享受社內聯誼，並豐富社員的專業及個人知識。

如果社員錯過本社之例會，歡迎藉著到世界任何扶輪社補出席例會，來擴大扶輪視野，保證社員

們會在全球各地社區受到熱烈歡迎。 

定期出席可以幫助社員們履行另一項重要責任－參與扶輪社服務計劃。社員們可以獲知本社參與

當地及國際服務的情形，並能將自己的時間及服務奉獻在有需要的地方。 

為了保持扶輪社的強大，每個扶輪社員必須分擔引進新社員的責任，即使新社員也可以邀請貴賓

參加例會或服務計劃。 

扶輪的價值不言可喻，引起潛在社員對扶輪產生興趣的最好方式是讓他們親自體驗聯誼及服務。 

使社員們保持對扶輪的興趣是扶輪領導人另一項責任。除了要有好的扶輪社聯誼之外，同時，要

使社員們儘早參加服務計劃。因為，好的扶輪社聯誼與參加服務計劃是防止扶輪社社員流失的兩

種最佳方法。 
 

 

第 32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10 月 2 日(星期二)12:00 

*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板橋麗寶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6樓)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3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頒發金榜題名暨新社友陳世君 Jey 宣誓入社剪影 
*時間：9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歡迎新社友 Jey 加入板東大家庭                 感謝第二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大家 

 

 

 

 

 

 

 

 

社長 Sky 頒發 P.P.Long 孫子金榜題名               社長 Sky 頒發 P.P.Eric 公子金榜題名 

 

 

 

 

 

 

 

 

社長 Sky 頒發 Justice 千金金榜題名                社長 Sky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音樂晚會 
第 5 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希冀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建立國人心理健康，也

讓更多人可以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題等，藉由演唱會音樂分享之形式，傳遞善與愛的正面力量。 

日期：10 月 9 日(星期六)18:2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本週節目 

九月十五日 

第 163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洪敏捷 P.P.ENT 

主  講  者：光拓彩通 

建築照明設計總監 孫啟能先生 

講      題：光與健康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二日 

第 1634 次例會 

適逢中秋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九月二十九日 

第 163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09 日  第 1632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9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David、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Mars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宏陸社友(96.09.21)11 年 

 

 

總監辦公室來函照登- 

國際扶輪友誼交換 RFE 計劃 

主旨：檢送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國際扶輪友 

誼交換(RFE)計畫～韓國 3750 地區， 

敬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參加，請查

照。 

說明：  

一、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與韓國 3750 地區 

進行扶輪友誼交換，藉由兩地區的社友 

及寶（尊）眷互相拜訪，體驗兩國文化 

並促進國際友好與和平。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共 12 名，限扶輪社友或 

寶（尊）眷。 

2.參訪日期：10 月 27 日至 10 月 31 日，

共計 5 天 4 夜 

3.接待日期：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7 日， 

共計 5 天 4 夜。 

（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負責接待餐宿跟 

著一起走行程）。 

4.費用：全數由此次參加交換團員一起 

負擔。 

三、受理截止日：9月 20 日前經由線上報名 

網址: https://goo.gl/JvcL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