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當選 
林振哲社友 

榮膺本社 2018~2019 年度 

(第三十二屆)社長當選人 
按照扶輪社章程細則中之
規定，社長應於就任日之前
一年以上，二年以內選舉
之。 
因此當選之理事應於常年
大會舉行後一個月內召開
會議，互選再下一屆之社長;
選出之社長以社長當選人

身份於緊接而來的七月一日起擔任理事，且
以社長當選人身份滿理事一年後，自新年度
的七月一日起就任為社長。 
本社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舉行常年
大會並於當日召開2017~2018年度(第三十一
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
選林振哲社友為2018~2019年度社長當選人。 

2017-2018 年度 

(第三十一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江基清 P.P.AL 

2. 徐明偉 Benson 

3. 程文金 P.P.Cathay 

4. 洪敏捷 P.P.ENT 

5. 李水日 P.P.George 

6. 劉炳宏 P.Hero 

7. 黃伯堯 P.P.Jack 

8. 張正鳴 S.Jason 

9. 陳嘉偉 Junior 

10. 翁仁禮 Leo 

11. 羅致政 P.E.Master 

12. 林振哲 Sky 

13. 李榮鏗 P.P.Smile 

14. 劉炳華 P.P.Stock 

15. 黃文龍 P.P.Wood 

候補 林忠慶 A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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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0 日   第 1541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恭喜社友Archi、Archi公子、Junior、Kenny

參加第三分區卓越盃桌球比賽得到團體獎

第三名，社長劉炳宏 Hero 個人自掏腰包頒

發獎金一萬元與參賽者。 

 

 

 

 

 

 

 

 

 聯誼江基清 P.P.AL： 

祝賀 P.P.Smile、Herbert、P.P.Just 夫人，

生日快樂。 

祝賀 P.P.ENT、Tayl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古月照今塵」、「春夏秋冬」、「愛

拼打會贏」。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理事

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三十一屆

(2017-2018年度)第一次理事當選人

籌備會議，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

留步參與會議。 

(3) 社友 Sky 公子結婚典禮，謹訂於十二

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假台北

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舉行。敬請

全體社友伉儷準時撥冗出席。 

 社長劉炳宏 Heroa 主持常年大會，本週六

例會應出席五十位，出席四十二位，已達

法定人數宣佈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三十

一屆(2017-2018 年度)理事當選人。 

委由 Bright 擔任發票人、監票人，Jason

擔任唱票人，Junior 擔任計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四十一張、實際投票數為

四十一張。 

 

 

 

 

 

 

 

 

 糾察謝堂誠P.P.Land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a 鳴鐘閉會。 
 

 第三十一屆(2017-2018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 

李榮鏗、劉炳華、黃文龍 

六、列席：呂仁團、邱明政、吳得利 

第一案：本社第三十二屆(二○一八~二○一九 

年度)社長當選人林振哲先生。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七~二○一八年度 

秘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 

。請討論。 

決  議：秘書-江基清、會計-李榮鏗 

        糾察-程文金、出席-吳得利 

        聯誼-呂仁團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七~二○一八年度五 

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洪敏捷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黃文龍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翁仁禮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林振哲 



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劉炳宏、張正鳴、呂仁團 

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7 第 1545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

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農會舉

行。 

        01/14第 1546次例會，「認識高爾夫球」

PKH 高爾夫球網球學院總教練 彭冠勳

先生。 

        01/21 第 1547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01/28 第 1548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春季旅遊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本社授證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請討論。 

決  議：在編排上力求簡明扼要圖文並茂即可。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六) 

12:00 五樓報到、用餐 

13:00 三樓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 

營養部主任 陳珮蓉博士 

*講題：飲食健康 vs. 健康食品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48 份春節禮物 
*時間：1月 9日(星期一)13：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板東之光 

社友林忠慶 Archi、陳嘉偉 Junior、呂仁團 

Kenny、許國騰 Life、Archi 公子林為勗、板

橋北區社社友-林正彥 Family 榮獲新北市第

三分區 2016-17 年度第三分區卓越盃桌球比

賽暨身障友誼賽，團體扶輪組第三名，社友呂

仁團(Kenny)交流賽雙打組第二名。 

 

 

 

 

 

 

感謝地區副秘書賴建男 D.V.S.Otoko 贊助比

賽團服 

 

2019-2020 年度地區總監 

提名候選人公告 
說 明：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14章第14.020.條規

定辦理。 

二、 依照 2016 年 12月 12日假 Mega50 召開

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資格審查結

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

查投票通過五工扶輪社 前社長 張秋

海為 2019-20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 依規定公告，有意挑戰之候選人，（依

國際扶輪細則第14章第14.020.8.條規

定辦理）， 請提交相關資料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前（以郵戳為憑），備文函送

地區辦公室辦理。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七日 

第 1542 次例會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弱勢家庭孩童 450 份 

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 154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羅國龍 P.P.Lobo 

主  講  者：財團法人中華安得列慈善協會 

執行長 羅紹和先生 

講      題：從國防發言人到慈善協會執行 

長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蔡宗原社友夫人(57.12.17) 

 

秘書 Jason 千金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日)18:00 

*地點：1919 藝文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85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  第 154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Dental、Herbert、Justice、

Navigare、Tom、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月 12 月 10 日  第 154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17,429

Aero 4,000 Land 1,000

AL 1,000 Life 1,000

Archi 2,000 Masa 1,000

Benson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Obama 1,000

Dental 1,000 Otoko 1,000

ENT 2,000 Roberta 12,000

Fuku 1,000 Shige 1,000

George 2,000 Sky 2,000

Hero 8,000 Smile 3,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ason 1,000 Taylor 3,000

Junior 2,000 Tea 1,000

Just 2,000 Tiger 1,000

Kenny 2,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  

小計：     $65,000 總計：     $982,429

12 月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日    期：12 月 22 日(星期四)11:45 報到 

*地    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擊球費用：$ 2,79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