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4 日  第 1698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先生(台中

大屯扶輪社)、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

女士、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

主委/圓夢計劃榮譽顧問陳雪鳳女士、督

導黃詩文小姐、孩童徐家浚、孩童粘藝馨、

孩童粘家甄、孩童陳品瑜、孩童朱玟潔、

孩童王泓傑、孩童林群恩、孩童蔡奕威、

孩童蔡亮錡、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

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自選曲「聖誕鈴聲」。 

敬祝 P.P.Cathay、P.P.Just 夫人、

P.P.James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David 結婚 27 週年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代理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理事

會，敬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

議。 

(2).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學生 420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十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十分假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舉行。 

 代理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進行本週

歡喜紅箱。 

 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 Bear 致詞： 

因為工作關係，我待在海外的時間較

多，很難得有時間回台中大屯扶輪社 

 

第三十三卷  第廿一期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2019/Dec/21  Vol.33 No.21 



參加例會。但為了參與板橋東區扶輪

社這一年一度捐贈孩童聖誕禮物的活

動，我一定會想辦法返回台灣共襄盛

舉。我也再度邀請板橋東區扶輪社社

友寶眷十二月二十三日共同到桃園特

殊教育學校，我們一同親手將這份愛

的禮物傳遞予孩童，讓孩童能有個溫

馨又歡樂的聖誕節。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致詞： 

家扶中心的孩童，因為有社會人士的協

助與付出，家扶中心的孩童才能夠安心

唸書、順利成長。真的很感謝板橋東區

扶輪社對新北市家扶中心的支持與鼓

勵，貴社認養十二位孩童已邁入第十六

年，為孩童準備聖誕禮物也邁入第十四

年，這份長期的堅持與關懷讓我們受益

良多、倍感溫馨。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陳雪鳳女士致詞：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一直是我們最有

力的支持者，除了長期認養我們新北市

家扶中心的孩童外並給予豐富的資源與

協助。 

我藉此機會特別要感謝，前社長羅國龍

P.P.Lobo 將一桿進洞的歡樂轉為愛心捐

款給家扶中心，也謝謝社友郭金興 Obama

安排防身術課程讓家扶中心九十幾位社

工外出探訪家庭時能擁有一些自我防衛

能力，也謝謝社友許家榮 Will 捐贈一百

張書桌讓孩童能好好寫字唸書。 

 本社社長張正鳴 P.Jason、社區主委黃伯

堯 P.P.Jack、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

Bear 代表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220 份

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新北

市家扶中心主委陳雪鳳女士代表回贈感

謝卡予板橋東區扶輪社。感謝板橋東區

扶輪社，這幾年來都擔任聖誕老公公的

角色，讓家扶中心的孩童，感受到社會

大眾的溫情與歡樂。 

 代理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例

會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六)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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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國龍、吳得利、林振哲、 

          劉炳華、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4 第 1701 次例會，「瘋高山」台灣高山醫學權威 王士豪醫師。 

01/11 第 1702 次例會，提前 1月 7日(星期二)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

扶輪社聯合例會。 

01/18 第 1703 次例會，「臺灣野鳥生態(一)：都會公園綠地野鳥生態」臺灣大學生化科

技學系名譽授教 李平篤先生。 

01/25 第 1704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力象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文章申請重新入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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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 3日(星期五)16:30 註冊、17:00 開始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張正鳴 Jason 伉儷、徐明偉 Benson 伉儷、吳得利 P.E.Polo、林振哲 I.P.P.Sky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2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 14 年來，我們努力帶動、投入、關懷弱勢家庭孩童，我們知道我們無法扭轉各位小朋友

的家庭但我們希望能為孩童帶來夢想與希望，讓孩童在成長的過程中知道，這社會是有股

溫暖、互助、和善的力量在圍繞著孩童，我們堅信這股良性的力量可以一直源源不絕的傳

遞下去。 

 

                                                          

 

 

 

 

 

 

 

社長 Jason、社區主委 P.P.Jack 代表本社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20 份禮物(圖書禮券)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 169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昭揚 P.P.James 

主  講  者：中央警察大學 

警監 高志斌先生 

講      題：從三國演義談領導統御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 1700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賀 P.P.Lobo〝一桿進洞〞 

前社長羅國龍 P.P.Lobo 於 12 月 10 日

(星期二)假龍潭球場 

第十六洞一桿進洞。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

育學校學生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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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生日快樂! 

羅致政前社長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5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4 日 第 169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avid、Frank、Kay、

Kenny、Leo、Mars、Obama、Stone、

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Trad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2 月 14 日 第 169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53,600

Cathay 2,000 Otoko 1,000

Coach 1,000 Polo 2,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ky 2,000

James 5,000 Smile 4,000

Jason 3,000 Stock 2,000

Jey 1,000 Taylor 3,000

Life 1,000 Tea 2,000

Lobo 6,000 Will 1,000

小計：     $42,000 總計：    $79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