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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林新乾 社友(44.06.28)Printer 
葛家勛 社友(57.06.30)Pipe 
 

 
 
 
 
 
 
 
 

 

時間：107年 6月 14日(星期四) 

地點：凱撒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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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義、

鄭錦玉、何溪泉、蕭錦聰、薛銘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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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七月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七八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第 52屆社長職

員就職典禮變更例會時間於七月一日(星

期日)假凱達大飯店(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

道 167號)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土城扶輪社授證 35 週年紀念 
暨交接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三樓圓滿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道⼆段 8 號) 

參加人員：Gas 社⻑、P.P.Miller、P.P.Alex、 
I.P.P.Bank、Wireless 社⻑當選⼈、 
Park 祕書、Canon、Green、Nick、 
Stone、Wine、Tiger  

鶯歌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紀念 
暨交接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鶯歌金龍鳳餐廳 
(新北市鶯歌區國華路 100 號) 

參加人員：Gas 社⻑、Wireless 社⻑當選⼈、 
Park 祕書、Franklin、Stone 

 

樹林扶輪社授證 37 週年紀念 
暨交接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 樓圓滿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道⼆段 8 號) 

參加人員：Gas 社⻑、P.P.Jyi-Lih、P.P.Oral、 
P.P.Miller、P.P.Alex、I.P.P.Bank、
Wireless 社⻑當選⼈、Park 祕書、
Stone、Wine 

~~~~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    

※七⽉⼀⽇(星期日)本社第 52 屆社⻑職員就職
典禮將拍攝社友及夫人合照(放於社員名錄
上)，敬請各位社友於當天下午 4:00-4:30 之
間提早到達授證會場凱達大飯店 3 樓(台北市
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以利照片之拍攝，
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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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    

  

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頒發社務功勞獎                                                                            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    

  

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頒發一般捐款績優獎        

  
 

板橋扶輪社聯誼餐敘晚會板橋扶輪社聯誼餐敘晚會板橋扶輪社聯誼餐敘晚會板橋扶輪社聯誼餐敘晚會花絮花絮花絮花絮    
時間：107 年 6 月 24 日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捐獻獎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捐獻獎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捐獻獎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捐獻獎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連續出席獎連續出席獎連續出席獎連續出席獎    

  

頒發連續出席獎頒發連續出席獎頒發連續出席獎頒發連續出席獎    

  
 

 

    
 

 

 

 

 

 

 

 

 

 

-扶輪知識- 
在 2017年 7月的理事會議記錄，通過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 2018-2019年的目標如下： 

1.支持並強化扶輪社：增加女性社員、40歲以下社員及扶青團加入扶輪社。 

2.聚焦並增加人道服務：增加小兒麻痺的捐款、增加對年度基金的捐獻，讓捐獻金在 2025年前達到

20億 2500萬美元。 

3.強化公共形象及宣傳：宣傳扶輪及扶輪社員在根除小兒麻痺的角色。 

-扶輪知識- 

扶輪是一個龐大而錯綜複雜的組織。我們有 35633個扶輪社，120萬社員，幾乎遍及全世界每個國家。

成千上萬的人參與各種扶輪計畫，例如：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青少年交換、扶輪青少

年領袖獎、扶輪社區服務團、扶輪和平中心，及許多當地和基金會支持的全國、地區及當地計畫。扶

輪的名字每一年出現在無數的計畫，從血庫、食物庫、學校衛生設施到根除小兒麻痺。第一個扶輪社

建立後，113年來，扶輪服務實際上遍及全球各地。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anker,Duke,Family,Jet,Jia-Pin,Joe,Max, 

Sticker,Tech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65,532 

JIA-PIN 第四期 6,250 

CARBON 第三期 4,250 

CARBON 第四期 4,250 

FOOD 第四期 4,250 

TEA 第四期 4,250 

MONEY 第二期 4,250 

MONEY 第三期 4,250 

MONEY 第四期 4,250 

TRUST 第四期 4,250 

MILLER 第四期 6,250 

TORQUE 第四期 6,250 

JAMES KAO 第四期 4,250 

合計  57,000 

累計  1,622,532 

一般捐款 

Care 7/1 就職典禮工作順利 1,000 

合計  1,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Duke 6/26 生日快樂 1,000 

Banker 6/17 生日快樂 1,000 

Infinity 6/13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kin 6/1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4,000 

 

 

 

 

 

 

 

 

 

 

 

 

 

 

 

 

 

 

 

 

 

 

 

 

 

  
板橋扶輪社第 52 屆社⻑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1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3 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當天敬請著西裝當天敬請著西裝當天敬請著西裝當天敬請著西裝，，，，配帶新年度領帶配帶新年度領帶配帶新年度領帶配帶新年度領帶，，，，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77 次例會 

                        107 年 06 月 28 日 

●下屆社務行政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8 次例會 

                        107 年 07 月 05 日 

●原訂七月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七八次

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第 52 屆社長職員就

職典禮變更例會時間於七月一日(星期日)假

凱達大飯店(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舉行。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9 次例會 

                        107 年 07 月 12 日 

★蔡志明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當選人、 

秘書會晤 

11:30-12:30 社務行政會議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召開 7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