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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 

◎活動目的：扶輪人總是愛歌唱，提倡扶輪社團

歌藝與休閒活動，特別舉辦扶輪好

聲音歌唱大賽，藉以開啟歌唱世

界，喚起扶輪快樂的泉源，讓扶輪

情誼因歌藝的交流而更加厚實，使

扶輪社因歌唱而多采姿。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2、、、、4、、、、7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初、複賽比賽日期：106年 10月 14日(星期六) 

◎初、複賽比賽地點：地點另行公告 

◎決賽日期：106年 12月 6日(星期三) 

下午 6點整開始比賽 

◎決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 

◎報名費用：300元 

◎敬請熱愛唱歌扶輪社友伉儷踴躍報名參加 

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 

                                                                                                                                                             
 

 

敬祝生日快樂 
辜久雄 前社⻑(28.09.01)P.P.E.Fu.Ku 
賴宏榮 社友(60.09.03)Stock 
張愿福 前社⻑(23.09.04)P.P.Jyi-Lih 
楊博顯 社友夫人(08.31)Steven 夫人 
張泰⻄ 社友夫人(09.03)Ston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永洋 社友(92.08.31)Tile 
秦雅琪 女士(結婚十四週年紀念日)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Food社友上週例會請與會社友享用牛肉

干。 

國家圖書館感謝函國家圖書館感謝函國家圖書館感謝函國家圖書館感謝函 

From：國家圖書館 

To：國際扶輪 3490地區板橋扶輪社 

敬啟者： 

感謝惠予「板橋扶輪社榮耀 50紀念特刊：

感恩•回饋•傳承」出版品，業已送達並經點

收無訛，謹此申謝。嗣後貴單位出版 

新書尚請送存本館典藏為荷。此致 

國際扶輪 3490地區板橋扶輪社 

106.08.24土城土城土城土城扶輪社蒞臨扶輪社蒞臨扶輪社蒞臨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 



 

 

「扶輪新世代論壇．聯誼」活動由 D3501、

D3502 共同主辦，並邀請本地區、D3462、

D3482、D3521等 4地區配合辦理，以音樂為主

軸提供扶輪新世代共同交流平台，創造扶輪社

友、扶輪第二代彼此的互動與優質社交的機會。 

�時間：2017年 9月 17日(星期日)  

下午 14:15-21:00 

�地點：中壢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活動人數：參加人數為 150名，男性 75 名、

女性 75 名，將依照完成報名順

序，額滿為止。 

�服裝：男性：西裝、女性：正式洋裝 

�備註：參加者可準備個人名片 

�報名費：每位 1500元(含餐費) 

�報名資格： 

1.未婚的扶輪社男、女社友。 

2.未婚的扶輪二代。 

3.年齡限制滿 23歲至 45歲以內。 

※主辦單位於收到報名後，審核名單，為了替

每一位參加者負責，將嚴格把關，如有取消

報名之情況請見諒。 

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    

 
昭業酒販 鄭光欽 營運長 

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  

•單一麥芽威士忌 

•單一穀類威士忌 

•調和威士忌 

•純麥威士忌 

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  

•第一階段 

醣化槽 

蒸餾器 

•第二階段 

橡木筒 

時間 

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的原料的原料的原料 

•酵母菌 

•大麥芽 

•水 

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 

•品牌 

•話題性 

•稀有性 

 

 

 
 

 

 

 

 

 

 

 

 

 

 

 

 

 

 

 
 
 
 
 
 
 



 

 

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    

時間：106年 9月 3日(星期日)  

下午 3：00 

地點：PDG Victor府上 

(新北市縣民大道 62 號 5樓) 

用餐：區運小館(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 82 號) 

訪問板橋群英扶輪社訪問板橋群英扶輪社訪問板橋群英扶輪社訪問板橋群英扶輪社    

時間：106年 9月 5日(星期二) 晚上 7：00 

地點：Cmoney藝文空間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10樓之 2) 

2018201820182018----2019201920192019 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    

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    

時間：106年 9月 9日(星期六)  

下午 1：00 報到 13：30開會 

地點：國立宜蘭大學行政大樓地下室萬斌廳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Wireless社長當選人、 

Schooling主委、Max 派遣協調人、 

派遣學生家長鄭明暉先生 

 
時間：106年 8月 17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   紀錄：黃軒凱  秘書 

出席：陳福源、阮良雄、林傳傑、黃軒凱、 

楊東卿、鄭錦玉、何溪泉、蕭錦聰、 

薛銘鴻、劉紹榮、邱馳翔、高建順、 

曾文淵、張泰西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本社與其他友社授證往來事宜，為減輕

社友負擔，本社擬與二、四、七分區各

社維持授證往來，與新北市一、三、五、

六、八、九、十分區各友社(共同輔導

社三重社除外)授証典禮之往來，予以

取消，提請討論。 

說  明：現為新北市一、三、五、六、八、九、

十分區各友社逢五、十週年慶典始派員

參加；本社亦於逢五、十週年之授証慶

典始邀請上開友社參加。 

決  議：由每屆理事會決議，本屆只與二、四、

七分區往來。 

第三案：有關五一○一簡明輔君入社案，提請通

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有關本社例會講師費用，提請討論。 

決  議：維持原講師費，依區域彈性補助車馬費。 

第五案：本社爐邊會議爐主分攤費用是否調高，

提請討論。 

說  明：本屆第一次爐邊會費用為 111,775 元，

第一次爐主 22 位*每人分攤 3,500 共

77,000元，不足額 34,775元。 

決  議：爐邊會爐主費用調升為 4,000元。 

第六案：有關鄭俊彥社友請假取消，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八八八八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4 次例會 

                         106年 8月 31日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5 次例會 

                         106年 9月 7日 

●主講人：玄奘大學企管理研究所  

顏宗明 客座教授 

●講題：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 

●節目介紹人：張立昇 社友 

●樹林扶輪社來訪 



 

 

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106年 9月 12日(星期二)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    

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106年 9月 16日(星期六)  

早上 7：00 

地點：中和國民運動中心-錦和游泳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50 之 1 號)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2 名 
出席人數：49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9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Apple,Canon,Frank,Golf,Infinity,Sticker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Stock社長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P.P.Talking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Johnson 秘書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Land社長提名人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Deco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Recycle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Life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Landuse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Alumin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Chemica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P.P.Otoko 板橋東區扶輪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8,000 

NICK 第一期 4,250 

GLUE 第一期 6,250 

TRUCK 第一期 4,250 

合計  14,750 

累計  222,750 

一般捐款 

Gas 

1.歡喜土城扶輪社 Stock 社長
率團來訪 2.Boss 精彩演講  

3.買時間 

3,000 

Carbon 歡喜土城社來訪 2,000 

Victor 1.歡喜土城扶輪社來訪 2,000 

2.Boss 精彩演講 

Lucky 歡喜土城社來訪 1,000 

Park 改喝好酒 1,000 

Orhto 歡喜喝好酒 1,000 

Brain 

1.歡喜喝好酒 2.立法院公聽
會，帶 PDG Victor年度領帶，
賜給我神奇的力量 

2,000 

Genial 歡喜喝好酒 1,000 

Green 歡喜喝好酒 1,000 

Stone 歡喜喝好酒 1,000 

Life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Care Boss 精彩演講品酒知識 1,000 

Boss 講師費回捐 3,000 

板北社 

IPP Building 
場地費回捐 1,000 

土城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2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Wine Boss品酒會順利成功!! 1,000 

Max 8/2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Archi 8/27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