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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1 月 26 日  第 1651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賴奕閎先

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David 夫人、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George、P.P.King，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扶輪社友，我

們歡迎您」，自選曲「廟會」、「流浪到淡水」。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賴奕閎先生，

向 Uncle 報告 12 月份活動回顧，以及 1、2月

份活動預告，並提供上半年度財務收支表。也

代表扶青團恭祝各位 Uncle 新年快樂、大吉

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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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I.P.P.Master致贈社友春聯。 

(2). 感謝Benson提供一瓶Royal Salute分享

社友。 

(3). 感謝新北市議員林金結致贈全體社友花

生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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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33屆理事當選人籌

備會議，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

參與會議。 

(6). 社友Bright尊堂告別式，謹訂於一月三

十日(星期三)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板橋

殯儀館明孝廳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

伉儷撥冗出席。*社友請穿著西裝出席。 

(7). 二月二日、二月九日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8).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二月十

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

鳳樓餐廳舉行。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9). 春季旅遊-台中花博一日遊，謹訂於三月

十七日(星期日)舉行。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 

(10). 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扶輪社，謹訂於

四月十二日(星期五)-四月十六日(星期

二)舉行。 

*此次報名者，社內補助社友伉儷每位五

仟元。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主持社務討論會。 

經過與會社友建議，以後審查後之月收支報

告表、資產負債表，將列印提供給每位社

友。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第三十二屆 

第三次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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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日、葉進一、薛松茂 

吳振斌、王世原、郭昭揚、洪敏捷 

張茂樹、鄭德文、黃伯堯、劉炳華 

李榮鏗、張富逸、程文金、謝堂誠 

羅國龍、陳萬祥、劉炳宏、羅致政 

六、列席：林振哲、黃俊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二○-二○二一年度(第三十四屆) 

社長提名人黃俊哲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十三屆(2019-2020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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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進一、劉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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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第三十四屆(二○二○-二○二一 

年度)社長當選人黃俊哲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全球獎助金-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行動圖書車 

*時間：1月 23 日(星期三)11:30 

*地點：福山 Lokah 小屋(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 41 號) 

我們看見烏來福山部落的弱勢與需求，交通不易到達、資源匱乏且易遭受風災影響的地方。部

落中有 99%為原住民泰雅族生活在當地，青壯年人口外移，就業不易等問題，使得留在部落的孩童

未能妥善獲得基本的教育與生活照顧，普遍學習成績低落。 

此次全球獎助金-捐贈行動圖書車計劃，感謝地區總監蔡志明 Li-Shi、地區扶輪基金主委李進

賢 P.D.G.ENT 大力支持、本社扶輪基金主委羅國龍 P.P.Lobo，新北市家扶中心陳美君主任、陳雪

鳳主委全力配合，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社友邱明政 P.P.Masa、李水日 P.P.George、郭

祐福 P.P.Fuku、黃文龍 D.G.N.D.Wood、劉炳華 P.P.Stock、王文霖 Kay 認同指定捐獻，也感謝林

蔚濠 A.G.Cilin 給予我們細心指導，讓我們這項計劃從 2018 年 8 月 1日第一次討論會到送交申請

書予 RI，順利在 2018 年 12 月初即審核通過，獲得 US$56,286 美元款項。 

這筆款項除了添購家扶中心烏來福山工作站軟硬體設備外，也添購一部行動圖書車，可以在偏

鄉地區巡廻服務。我們希望能夠讓照顧到偏鄉地區的孩童，讓他們可以看到豐富的書籍，並拓展讀

書視野，希望能激發孩童們的讀書興趣。這部行動圖書車可容納上百本書籍，將會提供繪本、童書

等適合孩童閱讀的各類型圖書，讓閱讀的幸福也能傳遞.分享給偏鄉地區的孩童。 
 

 

 

  

 

 

 

 

 

 

社長 Sky 代表致詞                地區總監 Li-Shi、社長 Sky 與捐贈人合影留念 

                      

 
 
 
 
 
 
 
 
 
 
 
 

地區總監 Li-Shi、地區扶輪基金主委 P.D.G.ENT、社長 Sky、家扶中心代表和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二月十六日 

第 1655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1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爐主：莊金盤、葉進一、楊耀程、郭祐福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鄭德文、周正義、呂仁團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三日 

第 165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1 月 26 日  第 165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16,100
Benson 6,000 Masa 2,000
Cathay 1,000 Master 2,000
David 3,000 Polo 1,800
ENT 1,000 Roberta 5,000
Eric 5,000 Shige 1,000
First 1,000 Sky 10,000
George 8,000 Smile 1,000
Hero 3,000 Stock 3,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aylor 2,000
Jason 2,000 Tea 2,000
King 1,000 Tetsu 2,000
Land 1,000 Tiger 3,000
Leo 1,000 Will 1,000
Lobo 1,200  
小計：      $74,000 總計：      $990,100

 
扶青團 承上期：     $29,000
David 2,000 Lobo 1,000
George 2,000 Tea 1,000

小計：      $6,000 總計：      $35,000

 

 

恭賀當選 

黃俊哲社友 
榮膺本社 2020~2021 年度 

(第三十四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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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26 日召開 2019 

~2020 年度(第三十三屆)理事當選人第二次會 

議，會中全體通過推選黃俊哲社友為 2020~ 
2021 年度社長當選人。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26 日  第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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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Coach、Dental、Frank、 
Kay、Kenny、Obama、Otok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Mars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6,900
David 5,200 Roberta 7,700
Justice 7,700 Smile 5,200
Kay 5,200 Shige 5,200
King 5,200 Taylor 7,700

小計：     $49,100 總計：      $83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