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 

社友 黃俊哲(Tetsu)連任當選新北市議員 

 高票當選 

 板東之光 
社長 林振哲暨全體社友 敬賀 

 
 

恭喜! 

社友 莊金盤(David)DV+hair 公館店開幕 

鴻圖大展 

社長 林振哲暨全體社友 敬賀 

 

2019-2020 年度 

(第三十三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江基清 P.P.AL 

2.  徐明偉 Benson 

3.  洪敏捷 P.P.ENT 

4.  葉進一 P.P.First 

5.  劉炳宏 P.P.Hero 

6.  黃伯堯 P.P.Jack 

7.  張正鳴 P.E.Jason 

8.  翁仁禮 Leo 

9.  羅國龍 P.P.Lobo 

10.  羅致政 I.P.P.Master 

11.  吳得利 S.Polo 

12.  林振哲 P.Sky 

13.  劉炳華 P.P.Stock 

14.  黃健豪 Taylor 

15.  黃俊哲 Tetsu 

候補 1 李榮鏗 P.P.Smile 

候補 2 吳晉福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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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01 日  第 1644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社長

郭昭揚 P.P.James 代理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Archi、Tig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Wood 結婚 42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快樂出航」、「小丑」、「愛

拼才會贏」。 

 出席謝堂誠P.P.Land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恭喜社友 Tetsu 高票連任新北市議員。 

(2). 感謝 P.P.Tea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曆。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三十三屆理事當

選人會議，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

步參與會議。 

(4).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例會，邀請樂賞音

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貴月女士，主

講中國音樂欣賞，歡迎社友夫人聆聽專

題演講。 

*欲參加之社友夫人，請向社長夫人登

記報名，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5).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後，將召

開馬來西亞前行說明會，屆時敬請參加

人員撥冗出席。 

(6).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謹訂

於十二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十五

分假板橋漢生東路第一運動場舉行。 

*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共襄盛舉。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主持常年大會，

本週六例會應出席 51 位，出席 34 位，出

國 0位，請假 17 位，已達法定人數宣佈召

開常年大會，選舉(2019-2020 年度) 第三

十三屆理事當選人。 

委由黃伯堯 P.P.Jack 擔任發票人、徐明偉

Benson 擔任監票人，翁仁禮 Leo 擔任唱票

人，黃健豪 Taylor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 34 張、實際投票數為 34

張。 

 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閉會。 

 

第三十三屆(2019-2020 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1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徐明偉、洪敏捷、黃伯堯、張正鳴 

翁仁禮、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 

林振哲、劉炳華、黃健豪、黃俊哲 

第一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九~二○二○年度秘

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請

討論。 

決  議：秘書-徐明偉、會計-劉炳宏 

        糾察-江基清、出席-劉孟賜 

        聯誼-許家榮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一九~二○二○年度五

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說  明：社員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葉進一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羅國龍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羅致政 

決  議：通過。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人選之 

後再議。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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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東區扶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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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服務-訪問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五日遊 

*時間：12 月 19 日(星期三)-12 月 23 日(星期日) 

日期 行程 

12/19(三) 06:40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 BR217) 

11:35 吉隆坡機場 

-中午姊妹社安排正宗葉全肉骨茶 

-下午姊妹社安排暢遊雙子星花園廣場、會員俱樂部 

-晚上亞羅街夜市、黃亞華小吃 

12/20(四) 06:00 姊妹社-打球組 

09:00 姊妹社-觀光組 

10:30 雲頂購物中心逛街 

12:00 姊妹社安排新群記飯店 

18:00 P.D.G.Ken 家 

18:30 兩社締結姊妹社 20 週年晚會暨續盟儀式 

09:30 晚會結束 

12/21(五) 馬六甲(三輪車、雞場古董街、荷蘭紅屋、大鐘樓、基督堂、古城堡、聖保羅教

堂)-新山 PREMIUM OUTLES 

12/22(六) 新山-城市展覽館、克拉碼頭+水上計程車、超級天空樹、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 

12/23(日) 濱海堤壩新生水展示中心-魚尾獅公園、濱海藝術中心 

15:45 新加坡機場(長榮航空 BR216) 

20:15 桃園機場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43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4 日(星期一)14:00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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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五日 

第 1646 次例會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1 份聖誕禮物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12 月 01 日  第 164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34,600

Alan 1,000 Masa 1,000

Benson 1,000 Master 2,000

Dental 1,000 Otoko 1,000

Eric 2,000 Polo 1,500

George 1,000 Roberta 1,000

Jack 1,000 Shige 1,000

James 3,000 Sky 3,000

Jason 2,000 Smile 1,000

Jey 1,000 Taylor 1,000

Just 500 Tetsu 2,000

King 1,000 Will 1,000

Land 1,000 Wood 7,000

Leo 1,000  

小計：      $39,000 總計：      $673,600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42 年 

黃健豪社友(96.12.13)1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1 日  第 164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athay、Coach、Frank、Kenny、  

Mars、Obama、Tiger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 

肯定自己的優點是自信 

瞭解自己的缺點是成長 

善解他人的立場是尊重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68,400

Bright 5,200 King 5,200

Dental 5,200 Otoko 15,400

小計：      $31,000 總計：      $599,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