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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簡哲雄 前社⻑(31.12.29)P.P.Oral 
陳豐書 社友(50.12.30)Alan 
楊明炎 前社⻑(48.01.02)P.P.James 
陳文龍 前社⻑(30.01.05)P.P.Ocean 
賴正時 前總監夫人(12.28)P.D.G.Victor 夫人 
陳山志 社友夫人(12.29)Ortho 夫人 
王經祿 前社⻑夫人(01.01)P.P.Terry 夫人 
陳嘉彬 社友夫人(01.01)Young 夫人 
盧政治 前社⻑夫⼈(01.02)P.P.Silk 夫人 
鄭錦玉 前社⻑夫⼈(01.05)P.P.Diamond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葛家勛 社友(85.01.01)Pipe ♥ 
李晴霞 女士(結婚二十二週年紀念日) 
黃志光 社友(71.01.03)Wealth ♥ 
李素珍 女士(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程萬全 社友(78.01.05)Judge ♥ 
賴麗華 女士(結婚二十九週年紀念日)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月 6日(星期六)  

中午 12：00註冊 12：30餐敘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號) 

主講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田弘茂 董事長 

講題：當前國際政經情勢簡析 

※1/4(星期四)第 2652 次例會延後合併舉行，

敬請各位社友留意。 

※此活動由本社及新北光暉社主辦，敬請社友

及寶眷踴躍出席。 

 

悼 
林當煒社友先嚴林文儒老先生慟於 106年 12月

16日壽終正寢，享壽 82歲，噩秏傳來，全體社

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107年 1月 10日(星期三)下午三

時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新北市板

橋區中正路 560號)舉行。 



 

 

第 2650 次例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花絮  

 

     

Gas社長鳴鐘開會      祝賀 Golf生日快樂   祝賀 Ortho生日快樂  祝賀 Tea生日快樂   祝賀Mark生日快樂 

   

祝賀 P.P.Base及夫人結婚週年快樂  祝賀 Alan及夫人結婚週年快樂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下屆理事 

本社本年度常年大會訂於今日例會中召開，並在
會中舉行本社下年度(第五十二屆)理事之選舉，本社每
屆理事人數十九名（含本社章程細則規定之當然理事）
故本⽇將選出⼗九名理事，同時召開理事當選⼈第⼀
次會議，選舉 2018-19年度社⻑當選⼈及 2019-20 年
度社⻑提名⼈。 
◎扶輪社年會(常年大會) 
每年十二月某星期召開年會，雖然說是年會，其實也
是例會之⼀。只是在年會中有選舉下⼀年度理事的重
要任務而已。 
此外，另有⼀種與年會類似，仍需由法定社員⼈員(社
員數的三分之⼀以上)出席才有效的特殊例會(臨時大
會)，但它僅能為修訂章程、細則或重大事項(例如有全
體社員之利害關係事項)而召開，章程之修訂僅限於定
名又區域界限，其餘均應採用模範扶輪社章程，而細
則之修訂另有規定。 
除了上述年會及為修訂章程、細則或重大事項而召開
的臨時大會之外，在平常的例會上皆不可作任何決議。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圓滿成功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板橋－台中 

籌備已久的秋季旅遊-福壽山農場．武陵樂活森呼

吸二日遊在 Gas社長、Tiger社友的縝密規劃與積

極鼓勵及社友們期盼的心情下出發了。首站前 

往尚品蘋果

園採蘋果，

到達後即聞

到陣陣蘋果

清香，讓大

家既能欣賞 

秋天果園豐收的美景，又能體驗親手採摘的樂

趣。 

中午假福壽山農場享受滿滿的樸實農家菜，別有

風味。 

 

 

 

 

 

 

 

 

 

下午前往福

壽 山 莊 散

步，賞楓著名

景點-松盧楓

紅、三大古松

-介壽松、經 

國松與茶松、三大果王-蘋果王、梨王與桃王、鴛

鴦湖京觀步道、天池。天池位於福壽山最高處，

可遠眺雪山西峰，據傳沿天池繞行三圈後許願，

可心想事成。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台中－板橋 

第一站前往桃山瀑布，因個人體不同，分成健腳

組及休閒組，健走組從武陵山莊步道入口經武陵

橋至桃山瀑布，休閒組 

則在富野渡假村內生態

導覽。桃山瀑布步道沿途

都是高聳的杉樹林，走在

一段又一段的綠色隧道 

裡享受森林浴，真是非常舒適。 

在芬多精洗禮之後即回富野渡假村享用午餐。 

之後前往玉蘭芬鄉小憩，大家泡茶聯天，閒話家

常，渡過悠閒的下午。 

晚上假宜蘭渡小月品嚐佳餚，之後滿載滿滿的歡

樂，結束愉快的秋季旅遊。 

◎感謝 Gas 社長準備車上點心餅乾並贈送伴手

禮，亦順軒-桂圓．金棗蛋糕禮盒。 

◎感謝 P.D.G.Victor提供水果-香蕉。 

◎感謝 Tiger社友提供水果-香蕉、橘子。 

◎感謝 Genial 社友幫忙協調第二天晚餐-渡小月

餐廳菜色。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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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eng,Boss,Charles,Food,Jamie,Pipe,Seven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14,416 

FAMILY 第二期 6,250 

MARK 第一期 4,250 

MARK 第二期 4,250 

合計  14,750 

累計  629,166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Mark 12/21 生日快樂 1,000 

Golf 12/22 生日快樂 1,000 

Tea 12/22 生日快樂 1,000 

Implant 12/26 生日快樂 1,000 

Ortho 12/27 生日快樂 1,000 

Tiger 12/2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Diamond 12/22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ase 12/2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oe 12/2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Alan 12/27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0,000 

第三次讀書會 
時間：107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中午 12：30 用餐 13：00 開始 

地點：本社會議室 

研讀書籍：聖戰與文明－ 

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當天備有午餐 

 

 

 

 

 

 

 

 

 

 

 

 

 

 

 
 

 

第二分區第地獎助金 
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音樂會 

時間：107 年 01 月 07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地點：新北市政府 3F-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 
中山國小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 

時間：107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9：30 報到 10：00 開始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1 次例會 

                        106 年 12 月 28 日 

●常年大會-選舉理事、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召開 2018-2019 年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2 次例會 

                        107 年 01 月 04 日 

●原訂一月四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五二次

例會，為舉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變更例會時間於一月六日(星期六)於新北市

農會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