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30 日  第 1696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原訂 12 月 7 日(星期六)第 1697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理事當選人，因故己向新北市社會

局報備延至 12 月 28 日(星期六)第 1700

次例會舉行。 

 聯誼許佳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嘸通嫌台灣」、「南屏晚

鐘」。 

敬祝 Archi、Junior 夫人、Tiger 夫

人，生日快樂! 

敬祝 D.G.N.Wood，結婚 43 週年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代理秘書劉炳宏 P.P.Hero 報告： 

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謹訂於十二月一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假板橋第一 

運動場舉行。敬邀社友寶眷共襄盛舉。 

 代理糾察張富逸 P.P.Eric 進行本週歡喜

紅箱。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葉進一 P.P.First

主持。 

(1)十一月份理事會決議組團訪問國際扶

輪 3750 地區韓國水原長安扶輪社以

利瞭解該社實際情況，目前地區總監

提名人黃文龍 D.G.N.Wood 正在接洽

中，預設訪問日期為明年 4月 6 日

(星期一)-4 月 10 日(星期五)前往訪

問順便賞櫻。 

(2)關於 2020-2021 年度第 34 屆社長當

選人人選乙事，與會社友支持鼓勵社

友吳得利 Polo 能考慮承接此重任。 

 代理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

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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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四合一慶祝表揚大會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四) 

16:00 報到、聯誼 

16:30 會員代表大會(3 樓) 

17:00 慶祝大會(5 樓) 

地點：高雄林皇宮飯店(高雄市博愛二路 99 號) 

 

第 33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二)11: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 樓悅.市集(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 號)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準時撥冗出席 

 

2020-2021 年度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日)09:00 報到、09:30 鳴鐘開會、17:50 餐敘 

地點：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190 號）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425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3 日(星期一)14:1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扶輪基金回顧〝全球 AKS 會員人數前 10 名國家〞 

資料截取至 11 月份臺灣扶輪月刊~(統計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 

全球 AKS 會員人數前 10 名國家 

美國 482 位 

台灣 97 位 

印度 95 位 

韓國 80 位 

日本 42 位 

加拿大 38 位 

澳洲 17 位 

菲律賓 16 位 

巴西 13 位 

奈及利亞 13 位 



地區總監提名人 黃文龍 D.G.N.Wood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12 月 8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 樓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剪影 

時間：12 月 1 日(星期日)10: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一年一度與弱勢家庭同歡分享愛心的時刻又到來了，由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

動員團員們，準備抗空污必備品「口罩」參與義賣，我們以歡喜的價格讓受扶助家庭採買，

這項經濟又實惠的商品很快就銷售一空。此次義賣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543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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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弱勢家

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社長 Jason、社區主委 P.P.Jack 帶領社友、寶眷一同發揮愛心參與園遊會 

 

 

 



本週節目 

十二月七日 

第 169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四日 

第 1698 次例會 

社區服務-捐贈 22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

庭孩童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43 年 

黃健豪社友(96.12.13)1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30 日第 169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lan、Archi、Coach、David、

Dental、Frank、Kay、Kenny、

Obama、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1 月 30 日第 169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86,900

Eric 2,000 Mars 1,000

First 1,000 Otoko 1,300

George 2,000 Polo 1,000

Hero 2,000 Roberta 1,000

Jack 1,000 Sky 2,000

James 1,000 Stock 3,000

Jason 3,200 Taylor 1,000

Junior 2,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ill 1,000

Lobo 1,000  

小計：    $30,500 總計：    $717,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1,000

Bright 5,200 Stone 5,200

Junior 5,200 Tetsu 11,500

小計：    $27,100 總計：   $608,100 

 

聖嚴法師-快樂人生 

快樂並不在於有與非有 

而是在於珍惜與知足 

人生時時刻刻都是新的體驗 

懂得體會當下的感受 

原來，快樂就是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