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25 日  第 1669 次例會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來賓廣祥石材有限公司經理林聖家先生、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曲「扶輪頌」、「扶輪社友，我們

歡迎您」，自選曲「板橋東區扶輪社社歌」、

「大家攏嘛好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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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一日第1670次例會，提前至五月三

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舉行第五次爐邊會議。 

(2). 六月八日第1671次例會，提前至六月一

日(星期六)下午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宴會樓三樓圓滿廳舉行授證三十二週年

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於下午五時前抵達

現場，有安排攝影師幫各位拍照，敬請

各位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藍色領帶，

夫人盛裝出席。 

(3). 六月十五日第1672次例會，為專題演講

亦是P.P.日，屆時敬請各位前社長撥冗

出席例會。 

(4). 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謹訂於七

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

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二樓如意廳舉行。 

＊邀請卡已放置各位社友桌上，請大家

攜回。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主持授證籌備會

議，邀請授證司儀P.P.AL、Will上台排練授

證程序，並且在懷念追思已故社友項目內

將創社社長黃聲鏞C.P.Lion也納入。 

 代理糾察劉炳宏 P.P.Hero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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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八～二○一九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3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5位 

  所 屬 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阮良雄      張泰西 

板橋北區社     李老丁      張春寶 

板橋東區社     林振哲      吳得利 

板橋南區社     張振坪      陳尚彬 

板橋西區社     陳啟洧      陳柏丞 

板橋中區社     陳秋霞      王玉玲 

板橋群英社     秦孟暘      林立堅 

新北光暉社     陳柏壽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張玉梅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賴鴻興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陳明理    

           所 屬 社           社長當選人     秘書當選人  

          板橋社                林傳傑         詹智民  

          板橋北區社            鄭明煌         劉晃至  

          板橋東區社            張正鳴         徐明偉  

          板橋南區社            吳俊德         賴英弘  

          板橋西區社                           郭聰興 

          板橋中區社            徐若綺    

          板橋群英社            陳冠婷         陳承希  

          新北光暉社            黃騰文         高翊紘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Wireless、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Norman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Stone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Wireless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扶輪社社長 Wireless 致詞：AG、DVS、各位同學以及明年度的 AG、DVS、社長、秘書

大家好！首先恭喜我們 2018-19 團隊已經進入尾聲了，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享受扶輪了。這一年

大家也都辛苦了，這次也很歡迎 2019-20 年度的 AG、DVS、各位社長、秘書共同參加我們第四

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二>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Norman 致詞：各位 18-19 的 AG、DVS、社長及秘書，還有下一屆的

AG、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恭喜我們這屆同學要卸任了，也恭喜下一屆的社長當

選人，即將換你們有表演的機會了。我很開心在這邊受到大家的幫助，在這一年可以當上社長

與各位一同共事，謝謝各位。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Hotel致詞：今天很開心參加這個社秘會，對於18-19的團隊，我在這邊

要跟大家說聲「謝謝」，因為大家都很認真、很努力，這個模樣一代傳一代，相信下屆大家都會

學習、也會很認真。大家對我也很尊重，活動都辦得很好，18-19的社長、秘書、所有的團隊這

一年可以有這樣的成績，我在這邊謝謝大家。下一屆的AG、DVS、社長、秘書在這邊可以一起共

同學習，做得比這屆好，祝大家社運昌隆、平安順新，謝謝！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Tile致詞：今天的大會會主席─板橋社Wireless社長、新北光暉社



Norman社長，還有我們18-19勵志團隊各位夥伴，我們19-20第二分區未來扶輪領導人，大家午

安、大家好！很快地，再44天我們就要卸任了，回想三百多天前，我們也是在第四次社秘會共

同開會。現在再44天我們就要離開了，一棒接著一棒，首先我們18-19年度各位第二分區扶輪領

導人，對社的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給我們自己鼓掌一下！第二分區本身就是3490地區裡，蛋

黃中的蛋黃，也期待19-20年，CP Ail及Norman繼續帶領扶輪領導團隊，讓第二分區更加發揚光

大，成為蛋黃中的蛋黃又蛋黃！我們都是第一名！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一次聯誼會舉辦日

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團隊名稱】勵志團隊 

       【分組】分4組，第一組:板中社、板西社社長、秘書 

                      第二組:板東社、板南社社長、秘書 

                      第三組:板北社、群英社社長、秘書 

                      第四組:板橋社、光暉社社長、秘書 

        隔年開始每年分組順序往後延一組，即2020-2021年第一組為板橋社、光暉社；第二組板中 

社、板西社……；2021-2022年第一組為板北社、群英社……依此類推。 

       【費用】每年年費$3000/人，此公費用作聯誼訂金、祝賀支出、舉辦跨區大活動、旅遊補助 

(每人補助$1000)之途。 

       【聯誼方式】一年3次餐敘；1次旅遊 

       【應酬公約】個人─喜:禮金$3600（對象限直系親屬）；喪:奠儀$1500（對象限直系親屬， 

女性依男方，如未嫁依女性） 

        團隊─喜喪之事致敬高架花籃一對($3000)；如團隊本人遇喜喪之事，勵志團隊將致敬:喜 

事$6000；喪事$10000。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2019-2020年度主辦社長、秘書聯誼會之順序，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由助理總監社(板橋群英社)及地區副秘書社(新北光暉社)主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 

誼會，其他三次於第一次社長、祕書聯誼會以抽籤方式決定主辦順序。 

決  議：照案通過。 

十、活動報告：感謝板橋北區社CNC社長提供葛瑪蘭經典單一麥芽威士忌供大家暢飲。 

十一、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二分圓滿結束，由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Norman宣佈散會。 
 

友社授證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註冊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二)17:30 註冊  

*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 276 號)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6月 13 日(星期四)17: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六樓盛典廳 

(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6月 17 日(星期一)17:30 註冊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13 樓)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5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三樓圓滿廳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10 號)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授證 21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三)17：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五樓紫艷盛事廳 

(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本週節目 

六月一日 

第 1670 次例會 

【第五組爐邊會議】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陳世君、吳得利、張茂樹、李榮鏗、 

劉炳華、薛松茂、黃健豪、吳振斌、 

蕭慶安、林順正、郭道明、許家榮、 

黃文龍 

 

下週節目 

六月八日 

第 1671 次例會 

【本社授證 32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時間：6月 1日(星期六)17:00 前報到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樓圓滿 

        廳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5 日  第 1669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5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Frank、

Kay、Kenny、Mars、Obama、Otoko、

Taylor、Tetsu、Tiger 

 

 

節目預告 

六月十五日 

第 167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游伯湖 Alan 

主  講  者：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吳書原先生 

講      題：聆聽花開的聲音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34.06.04) 

羅國龍前社長(43.06.05) 

蕭慶安社友(47.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張正鳴社長當選人夫人(51.06.03)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54.06.14)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5 月 25 日  第 1669 次例

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59,400

First 2,000 Just 4,000

Hero 1,000 Masa 1,000

James 1,000 Polo 1,000

Jason 1,000 Stock 1,000

小計：      $12,000 總計：    $1,271,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61,200

Al 7,700 King 5,200

David 5,200 Tiger 5,200

Just 5,200  

小計：      $28,500 總計：    $1,189,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