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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國瑤 社友(44.03.28)Life 
紀清田 前社⻑(38.04.01)P.P.Apple 
陳金富 社友(36.04.01)Food 
葛家勛 社友夫人(03.31)Pipe 夫人 
薛銘鴻 前社⻑夫⼈(04.05)P.P.Lawyer 夫人 
陳金富 社友夫人(04.07)Food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賴正時 前總監(65.04.04)P.D.G.Victor ♥ 
曾緇鳩 女士(結婚四十二週年紀念日) 
葉文德 前社⻑(50.04.06)P.P.Gyne ♥ 
葉吳美惠 女士(結婚五十七週年紀念日) 
張瑞仁 前社⻑(63.04.11)P.P.Bueno ♥ 
張馮梅珠 女士(結婚四十四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青團第⼗⼀屆團慶 
時間：107 年 4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註冊 2：00 開會 

地點：板橋區農會-第二大樓 13 樓第五演講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1 號 13 樓)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參加~ 
    

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 
時間：107 年 4 月 14-15 日(星期六-日)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當天行程： 

07:30 土地公廟集合 

07:40 新埔捷運站二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09:20 宜蘭運動公園 

21:30 啟程返回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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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社•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 

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 



 

 

第 2663 次例會暨第三次爐邊會議花絮 時間：107 年 3 月 25 日  地點：上海銀鳳樓  
 

 

 

 

 

   

Gas 社長鳴鐘開會        祝賀 P.P.Base 夫人生日快樂   祝賀 Jet 社友生日快樂 

   

領唱「愛情限時批、男性的本領」        社長開歌      板橋社男大四高音高歌「愛情釀的酒」 

  

   
 



 

 

 

 

 

 

 

 

 

 

 

 

 

 

 

 

 

 

 

項次 行 程 內 容 

第 
⼀ 
天 

板橋~⻑源圳⽵林步道~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  
06:50 北門土地公廟 
07:10 新埔捷運站2號出口-馥華飯店 
11:00 ⻑源圳⽵林步道(小半天)竹林步道美 

景、生態導覽... 
12:00 風味午餐 
13:30 玩茶樂、品茗樂(分成二組)  

A.換上採茶裝前往茶區 採茶、製茶體
驗… 

B.圍爐煮茶品茗茶道體驗…  
※A/B組完成後再來交換… 

17:00 飯店入住 
18:00 飯店晚宴+餐敘聯誼 
※夜遊妖怪村…  

餐食  早餐：中式早點  午餐：竹筒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宴+餐敘 
飯店  溪頭~ 妖怪村主題飯店 

第 
二 
天 

妖怪村~溪頭森林輕鬆遊~竹燈籠(或藏傘閣)觀光工廠~採購名產~台北  
08:30 溪頭森林行 

A.流流汗-(大學池、森林步道、溪頭空
中走廊賞景…)  

B.輕鬆玩-(大學池、妖怪村商圈逛逛、
剛出爐妖怪村麵包(須排隊))  

11:00 飯店退房 
11:40 風味午餐 

13:30 竹燈籠光觀工廠  
※或安排藏傘閣文化園區  
(工廠參觀導覽、創意傘展示、自費DIY、園
區採購樂)  
18:00 風味晚餐 
※返回板橋~珍重再見~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和雅谷鱒魚野菜  晚餐：桃群風味料理  
飯店 可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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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來函照登  
函受文者：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2018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國扶辦字第201718150號 
主    旨：函知三重泰安扶輪社解散。  
說    明： 
三重泰安扶輪社經107年1月21日(日)社員大會
投票決定，至107年1月31日解散，並來函地區辦
公室。總監及地區團隊經多次與該社多次協商
後，該社仍決定解散。因此向國際扶輪(R.I.)提報
並且得到R.I.回覆確認該社於2018年1月31日解
散，特此函知。 

地 區 總 監：謝漢池     

國際扶輪理事會決議 
 

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理事會於 2017 年 9月
25-28 日在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敦舉行第二次
會議。理事會審查了 11個委員會的報告並作出
51頊決議。其中較為社員關注者如下： 
扶輪社及地區： 
理事會： 
收到社員人數趨勢報告，包括至 2017 年 7 月 1
日為止數字如下： 
•社員人數：1,202,937 名扶輪社員(比⼀年前
減少 4,969人) 

•扶輪社：35,656個社(比⼀年前增加 257個
社) 

•扶輪社平均規模：34 名社員。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名    補出席人數：17 名 
出席人數：55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8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oss,Care,Family,Land,Pipe,Wealth 

四、捐款報告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Jet 3/27 生日快樂 1,000 

Base 3/25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re 3/2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3,000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 1 週年慶典 
 

時間：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樓-如意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道⼆段 8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社⻑當選⼈、Park 祕書、 
Money、Mark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初審 
 

受文者：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教育基金委員會 
全體委員 
洪學樑 劉祥呈 林延湯 賴正時 盧政治 
陳文龍 陳國義 何溪泉 張煥章 劉紹榮 
林志郎 商村田 鄭錦玉 張愿福 黃志光 
陳福源 阮良雄 林傳傑 黃軒凱 楊東卿 
蕭錦聰 薛銘鴻 黃永昌 江能裕 邱馳翔 
高建順 邱建明 曾文淵 張泰⻄ 

主 旨：討論 2017-18 年度第二十二屆教育獎學
金初審 

說 明： 
⼀、第⼆⼗⼆屆教育獎學⾦申請共收⼆⼗五件，其

中二十二件為資料合格的學生，本次會議主要
為獎學金資料初審，敬請各位委員踴躍出席協
助初審工作之進行。 

二、日  期：訂於 10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下午 2：15 

三、地  點：本社社館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感謝您！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4 次例會 

                        107 年 03 月 29 日 

●板橋扶輪家族九社聯合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5 次例會 

                        107 年 04 月 05 日 

●適逢清明節，休會乙次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6 次例會 

                        107 年 04 月 12 日 

●主講人：新北市板橋區雙十鄭林診所副院長 

鄭康祥醫師 

●講題：兒童青少年成長及老人抗衰老 

醫學新知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前社長 

●召開 4 月份理事會 

●召開 2017-18 年度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初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