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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煥章 前社⻑(43.10.04)P.P. Archi 
汪忠平 社友(61.10.04)Charles 
汪俊男 社友夫人(10.09)Jami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廖金順 前社⻑(43.10.04)P.P. Lion 

廖歐月圓 女士(結婚六十四週年紀念日) 
♥ 羅國志 社友(101.10.07)Wine 

曲献珠 女士(結婚六週年紀念日) 
♥ 簡哲雄 前社⻑(59.10.10)P.P. Oral 

林淑芬 女士(結婚四十八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3日(星期二)  

上午 11：30報到 12：00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主講人：健康顧問諮詢 吳寶芬 老師 

講  題：健康吃喝快樂生活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3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4日(星期三)  

上午 11：30 報到 11：45餐敘  

12：45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2F國際廳 

主講人：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講題：我的人生觀－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第一次讀書會花絮- 

AI 人工智慧的現在•未來進行式 

時間：107.09.21 

地點：EN 和食餐廳 

 

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 

時間：107.09.22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 

 

 



 

 

總監來函照登 
函知第28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 

第28屆地區年會提案共計十件提案，已於地區年

會舉行提案表決開票，開票結果如下：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本地區2020-2022年度立法會議代表的提參名程序與選舉之方法 照扶輪細則9.070，

由本地區前總監資深輪序的扶輪社提名，

再提交地區年會中由各扶輪社選舉人選

舉之。 

說明： 

1.參照扶輪細則9.060、9.070、9.080選舉前總監

為代表。 

2.本地區立法代表自始依前總監資深的輪序而產

生，但於106年5月24日所產生之2017-2019年度
代表已未依輪序產生，故需提案議決本地區代

表的提名程序與選舉方法。 

3.106年5月24日之會議參照扶輪細則9.060透過提

名委員會程序選舉，經出席之前總監投票並且

由前總監姚啟甲通過擔任此次立法會議代表。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議：同意票91票(佔選舉人132票69%)不同意票

39票(佔選舉人132票30%)；廢票2票(佔選

舉人132票1%)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91票同

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69%。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本地區總監提名程序以本地區前總監協

會所議定分區輪序之扶輪社推薦總監提

名人，若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

挑戰候選人參選地區總監提名人。 

說明： 

1.2016年12月16日前總監聯誼會議定分區推薦總

監提名人之輪序如下： 

（1）新北市第一、五及第十分區(2020-2021) 

（2）新北市第二分區(2021-2022) 

（3）新北市第三及第八分區(2022-2023) 

（4）新北市第四及第七分區(2023-2024) 

（5）新北市第六及第九分區(2024-2025) 

（6）基隆分區(2025-2026) 

（7）宜蘭第一及第二分區(2026-2027) 

（8）花蓮第一及第二分區(2027-2028) 

以上分區輪序結束時，再由本地區所有前總監召

開會議決定分區推薦總監提名人之輪序。 

2.2020-2028年度分區輪序即將結束前再次由本

地區所有前總監召開會議決定分區推薦總監提

名人之輪序，並應於下次輪序前之地區年會提

案表決通過並公布之。 

3.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參選

地區總監提名人。若有有效之挑戰提名者，依

國際扶輪細則將所有候選人納入通信投票或於

地區年會投票表決。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議：同意票109票(佔選舉人132票83%)不同意票

21票(佔選舉人132票16%)；廢票2票(佔選舉

人132票1%)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109票

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83%。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依公平、真實之精神，各扶輪社可以自

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劃，參加

時以社員數平均分攤其經費。 

說明： 

1.依社員人數多寡（不含寶眷）分擔地區活動經

費。 

2.例如：本（新北市第五）分區三重中央社等已

長年辦理RYLA計劃，又配合地區舉辦的RYLA活

動計劃，造成二邊經費支出，而增加社員的負

擔。 

3.各扶輪社可以自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

劃，參加時以社員數平均分攤其經費。 



 

 

提案者：新北豐彩扶輪社、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同意票87票(佔選舉人132票66%)不同意票

40票(佔選舉人132票30%)；廢票5票(佔選

舉人132票4%)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87票同

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66%。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辦理跨地區活動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

提出計劃案討論各社經費負擔及工作分

配。 

說明：往後辦理跨地區活動，如有涉及各社分攤

經費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提案討論，經

選舉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辦理。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同意票91票(佔選舉人122票75%)不同意票

29票(佔選舉人122票24%)；廢票2票(佔選

舉人122票1%)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22票表決，其中91票同

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75%。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建議本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以直選

產生，當選總監提名人的扶輪社社員須

俟三年後才可以再度參選。 

說明： 

1.本地區現行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每分區內各

扶輪社的優秀社員須經16年時間才有機會被推

廌為總監提名人。 

2.直選可以產生具有熱誠、領導力、執行力、親

和力的優秀社員帶領地區擴展新社、增加社友、

改變扶輪。 

3.參照國際扶輪細則14.010、14.020、14.030及

14.040地區總監之提名程序與選舉方法，由各扶

輪社投票選舉總監提名人。當選總監提名人的

扶輪社社員須俟三年後才可以再度參選。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同意票65票(佔選舉人132票49%)不同意票

61票(佔選舉人132票46%)；廢票6票(佔選舉

人132票5%)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65票同

意，佔總選舉人票49%，票數未過半，

未通過。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請各社為2016-17年度地區財務報告進行

投票表決 

說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16.060.4-地區年度報表

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權派一名

代表出席，且提早30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

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區會議，提交討論

及通過。如未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

報告應於下次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

此議題與社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

票的投票權。 

提案者：地區辦公室 

決議：同意票76票(佔選舉人87票87%)不同意票7

票(佔選舉人87票8%)；廢票4票(佔選舉人

87票5%) 

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87票表決，其中87票同

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87%。 

 
扶輪小知識 

扶輪社的例會是聚會非開會 

1.扶輪社的例會與一般社團不同，不可用一般

社團之開會方式及方法運作。 

2.扶輪社原文為 Rotary Club，為扶輪俱樂部。

(我國翻譯為扶輪「社」容易與其他社團混

同)。 

3.扶輪社的例會原文為 Meeting，是聚會(集

會)。猶如茶會。 

4.保羅哈理斯說：「扶輪的例會與其他社團不

同。他們比較親切，而且更為友善。拋棄一

切累贅與無意義的拘束，嚴禁使用任何頭銜

或尊稱。讓社友一度回到少年時代的情景。」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9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chi,Boss,Charles,Frank,Food,Infinity,Printer, 

Tech,Tiger,Wealth,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文彬 醫師  本 社 

鄭美羽 同學 RYE Inbound 學生 本 社 

Lucas RYE Retax 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46,500 

Seven 第一期 4,250 

Wireless 第一期 50,000 

Diamond 第一期 6,250 

Pipe 第一期 4,250 

合計  64,750 

累計  NT$411,25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Gyne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Pipe 初次代理聯誼 1,000 

合計  NT$5,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Tea 9/28 結婚四十週年快樂 12,000 

合計  NT$12,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1 例會 

                        107 年 10 月 04 日 

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楊子逸 同學  

●講題：視、識、覺–繪畫創作研究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傅翊棋 同學  

●講題：高效率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設計工具 

●節目介紹人：蕭錦聰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2 例會 

                        107 年 10 月 11 日 

●主講人：外匯程式交易線上講師 羅振賓 老師 

●講題：認識全球最夯數位貨幣-比特幣&挖礦 

教學分享 

●節目介紹人：張瑞仁 前社長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3 例會 

                        107 年 10 月 18 日 

●主講人：樂賞基金會 林貴月 執行長 

●講題：中國音樂欣賞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4 例會 

                        107 年 10 月 25 日 

●原訂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九

四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

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

二)假上海銀鳳樓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