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5 日  第 1666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下午六時十分假板

橋擔仔麵餐廳，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 P.P.Masa 媳婦陳小萍女士、P.P.Eric 千

金張庭瑄小姐、Kenny 千金呂淨慧小姐、Kenny

公子呂孝謙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George、P.P.King、P.P.Smile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Justice 結婚 22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奉獻」、「牽阮的手」。 

 秘書吳得利 olo 報告： 

(1). 感謝擔仔麵餐廳老闆Jeremy準備壽桃，祝

賀大家母親節快樂! 

(2).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歡迎姊妹社馬來西

亞AMPANG扶輪社蒞台暨爐邊會。屆時敬請

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3). 六月一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

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3樓圓滿廳舉行本

社授證32週年典禮。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於下午五時前抵

達會場，拍社友、夫人個人照、夫妻合照。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藍

色領帶出席活動。 

(4). 餐會結束後，敬請各位社友要記得攜回社

內準備的母親節伴手禮。 

 林振哲P.Sky鳴鐘閉會。 

 社長Sky頒發4~6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請夫

人生日快樂、青春永駐。 

 感謝第四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

伉儷：王文霖Kay、王世原P.P.King、謝堂誠

P.P.Land、翁仁禮Leo、許國騰Life、羅國龍

P.P.Lobo、邱明政P.P.Masa、羅致政I.P.P. 

Master、郭金興OBAMA、賴建男P.P.Otoko、 

陳萬祥P.P.Roberta、黃俊哲Te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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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9 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 

一、時    間：4月20日上午10時30分 

二、地    點：地區年會(花蓮縣立體育館-小巨蛋) 

三、督察人員：蕭慶淋P.D.G.Andy、凌見臣 P.P.Lawyer、薛銘鴻 P.P.Lawyer、 鄭凱鴻 A.G.Lawyer 

李富湧P.P.Lawyer 

四、會議記錄：鄭凱鴻A.G.Lawyer 

壹、宣讀同意案: 

一、同意: 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拉辛 Barry Rassin關懷本地區，指派國際扶輪3850地區前總監 

Oliver Ong為社長代表，蒞臨本地區指導本屆地區年會，提議由總監蔡志明及年會主委周清宏

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及寶眷聯名於會後 致函感謝。 

二、同意: 為感謝國際扶輪社社長拉辛 Barry Rassin的社長代表RIPR Oliver Ong 出席本屆地區

年會，以「成為勵志領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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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由總監蔡志明及年會主委周 清宏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及寶眷聯名於會

後致函感謝。 

三、同意: 為感謝本地區全體前總監協助本屆年會，得以順利進行，由總監蔡志明及年會主委周清

宏代表全體出席年會之社友及寶眷聯名於會後致函感謝。 

貳、第 29 屆地區年會提案共計四件提案，提案開票： 

【提案一】：2019-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為所有前總監，提請通過。  

結     論：同意 125 票、不同意 0 票、廢票 6 票，同意通過此案。 

【提案二】：建議與日本 2730 地區（宮崎縣、鹿兒島）結為「姊妹地區」，提請通過。 

結     論：同意 126 票、不同意 3 票、廢票 2 票，同意通過此案。 

【提案三】：建議降低地區成年禮每位社友分攤金100元，提請通過。 

結     論：同意 97 票、不同意 30 票、廢票 4 票，同意通過此案。 

【提案四】：2017-2018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過。 

結     論：同意 84 票、不同意 0 票、廢票 5 票，同意通過此案。

友社授證 

【北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5月 18 日(星期六)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新莊天賜良緣大飯店 2樓天賜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42 號)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四)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3 樓格萊廳(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二)17:30 註冊、18:00 開始  

*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 276 號)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5月 5日(星期日)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敬祝壽星生日快樂!                           敬祝夫人母親節快樂! 

 

 

 

 

 

 

 

 

 

 

 

感謝爐主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社長 Sky 頒發 4-6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本週節目 

五月十一日 

第 166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國騰 Life 

主  講  者：新加坡交通鐵路卓越顧問小組 

委員 蔡輝昇先生 

講      題：台灣軌道運輸系統現況及未來 

展望 

 

下週節目 

五月十八日 

第 166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羅國龍 Lobo 

主  講  者：寶島淨鄉團創辦人暨理事長  

林藝小姐 

講      題：我的人生我的夢-海洋淨行式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5 日  第 166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Mars、Otoko、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文龍地區總監提名人(43.05.12) 

陳萬祥前社長(49.05.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徐明偉社友(95.05.17)13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5 月 05 日  第 1666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98,100

Aero 5,200 Polo 7,700

Frank 5,200 Stock 5,200

Fuku 5,200 Tea 5,200

Masa 5,200  

小計：      $38,900 總計：    $1,037,000

 

2019-2020 年度地區公共形象 

研習會暨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5月 19 日(星期日)09:00 報到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 

(1)社長 張正鳴 Jason 

(2)秘書 徐明偉 Benson 

(3)地區公共形象主委  羅致政 Master  

(4)地區媒體委員會 江基清 Al 

(5)扶輪基金主委 羅國龍 Lo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