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33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二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三屆(2019-

2020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

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

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人、

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將再

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後，馬上召開理

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

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

庭，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時間：12 月 9 日(星期日)10:15 開始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社區服務-捐贈 201 位弱勢家庭孩童聖誕禮物】 
*時    間：12 月 15 日(星期六)13:00 

*地    點：社館 

*受贈單位：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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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10 日  第 1641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

工程科科長傅光維先生蒞臨本社。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愛的禮物」、 

「用你打拼」。 

祝福壽星 P.P.Fuku、Life、P.P.Jack、 

I.P.P.Master、Leo、Junior、P.P.Tea、 

Archi 夫人、P.P.Roberta 夫人、 

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Sun-Rise、P.P.Masa、 

P.P.Land、P.E.Jason、P.P.Eric、 

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次例會出

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感謝社長 Sky，準備麻油雞、油飯宴

請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

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問委員會，屆

時敬請各位 PP 留步參與會議。 

(4). 職業服務-參觀客家文創展望講座，

謹訂於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

12:15 假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舉行。 

(5). 第 1642 次例會，11 月 17 日(星期

六)為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

例會，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

行。 

(6). 第 1643 次例會，11 月 24 日(星期

六)適逢九合一選舉，休會乙次。 

 社友陳嘉偉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傅光維先生 

學歷：淡江大學水資源暨環境工程研究所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系 

曾任：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工程科 

技正、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河川工程科

技正、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河川工程科

股長、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河川工程科

技士、臺中縣新社鄉公所技佐 

現任：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工程科 

科長 

翻轉污水5E-打造「水水」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工程科 

科長 傅光維先生 

再次翻轉新北市的都市新風貌 

為改善新北市民的生活品質，並加強提升市內環

境衛生，本府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辦

理三重、八里、五股、林口、板橋、永和、新莊、

中和、新店、汐止、土城、樹林、泰山、淡水、

三峽、鶯歌、瑞芳污水下水道工程及水資源回收

中心之建置。 

自升格後，新北市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投

入約 273.5 億元，累計接管戶數由原有的 35 萬

1745 戶截至 107 年 5 月提升到 87 萬 2699 戶，

107年底累計接管戶數更是預計將突破92萬戶；

相較其他都市，新北市每年接管戶數近乎是六都



總和的一半，為六都之冠。 

過去新北市在推動後巷污水接管工程期間，時常

因為施工所造成的不便及需拆除違建等因素而

受到民眾許多抱怨，甚至排斥施工。然而，在市

府不斷與民眾溝通的努力以及舉辦多場說明會

下，民眾也漸漸意識到該工程的重要性，轉而願

意配合工程，讓污水下水道工程在短短幾年有明

顯的進步。 

污水下水道是一個看不見的重大工程，是為「清

水」的建設，希望將民眾排出的污水源頭根除，

導入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後放流，有效改善河川

水體水質，如今淡水河嚴重污染長度比例也從

7.9%下降至 3.6%。而過去多有違建占據污水亂

排的後巷，在經違建拆除後並辦理接管，不僅一

改過去可能有病媒、蟑螂等環境衛生問題，部分

後巷更多了彩繪藝術，增添街巷的視覺美觀性及

趣味性。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車馬費、小社旗予傅科長感謝其精彩演

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1 月 10 日(星期六)14:15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 

張正鳴、周正義、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二月份行事曆 

        12/01 第 1644 次例會，常年大會。 

        12/08 第 1645 次例會，「中國音樂欣

賞」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貴

月女士 

        12/15 第 1646 次例會，社區服務-頒發 

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12/22 第 1647 次例會，訪問姊妹社馬 

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休會乙次。 

        12/29 第 1648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 

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十二屆 

第二次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 

14:30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洪敏捷 

五、出席：邱明政、郭道明、薛松茂、黃文龍 

郭昭揚、洪敏捷、張茂樹、黃伯堯 

張富逸、程文金、江基清、謝堂誠 

羅國龍、陳萬祥、羅致政 

六、列席：林振哲、張正鳴、吳得利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二○-二○二一年度(第三十四屆)

社長提名人人選。請討論。 

決  議：委由顧問主委 I.P.P.Master 及資深前

社長拜訪決議之人選，邀請擔任第 34

屆社長。 

 

第三十二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11 日(星期二)12:0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樓朋派自助餐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備註：敬請參加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準時 

撥冗出席。 



職業服務-參加 Benson 客家文創展望講座剪影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五)12:15  

*地點：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簡報室(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1 樓) 

 

 

 

 

 

 

 

 

 

 

 

社長 Sky、職業主委 Justice 代表社友寶眷，感謝社友 Benson 安排 VR 虛擬實境的設計應用講座 

 
 

職業服務-參觀 P.P.Stock 永雄卓閱建案剪影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五)16: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 58 號 

 

 

 

 

 

 

 

 

 

 

 

社長 Sky、職業主委 Justice 代表社友寶眷，感謝 P.P.Stock 安排下午茶並分享大樓設計 

 

2019-2020 年度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一、時間：12 月 9 日(星期日)09:30 報到、10:00 鳴鐘開會 

二、地點：天賜良緣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42 號) 

三、參加：張正鳴 P.E.Jason、徐明偉 S.E.Benson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剪影  

時間：11 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中和烘爐地活動中心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趣味競賽-有球必 in                         趣味競賽-急流勇進 

 

 

 

 

 

 

 

 

 

趣味競賽-步步為贏                               歡樂摸彩時間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捐贈恆春基督教醫院弱勢家庭學童課後輔導班助學金 

  *時間：12 月 7 日(星期五)09:30 報到、10:00 開始  

*地點：社館 



本週節目 

十二月一日 

第 1644 次例會 

常年大會，選舉第 33 屆(2019-2020 年度)

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3 屆(2019-2020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八日 

第 164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世君 Jey 

主  講  者：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林貴月女士 

(台北南方扶輪社社友 Areana) 

講      題：中國音樂欣賞 

 

敬祝 生日快樂! 

林忠慶社友(49.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65.12.06)42 年 

 

感謝! 

社長林振哲 P.Sky，11 月 10 日宴請 

與會社友麻油雞、油

飯。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 第 164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Bright、David、Dental、 

Frank、Mars、Otoko、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rchi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11 月 10 日 第 1641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6,300

AL 1,000 Life 2,000

Cathay 2,000 Masa 6,100

Eric 2,000 Master 2,000

Jack 1,000 Obama 2,000

James 2,000 Polo 1,000

Jason 3,000 Roberta 2,000

Jey 1,000 Sky 3,200

Junior 4,000 Sun-Rise 2,000

Justice 1,000 Tiger 2,000

Kay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ill 1,000

Leo 2,000 Wood 1,000

小計：      $48,300 總計：      $634,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27,000

Cathay 10,400 Obama 5,200

Kenny 5,200 Taylor 7,700

Master 7,700 Tea 5,200

小計：      $41,400 總計：      $568,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