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當選 
徐明偉社友 

榮膺本社 2021~2022 年度 

(第三十五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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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召開 2020 

~2021 年度(第三十四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

會議，會中全體通過推選徐明偉社友為

2021~2022 年度社長當選人。 

2020-2021 年度 

(第三十四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徐明偉 P.N.Benson 

2.  程文金 P.P.Cathay 

3.  張富逸 P.P.Eric 

4.  劉炳宏 P.P.Hero 

5.  黃伯堯 P.P.Jack 

6.  郭昭揚 P.P.James 

7.  張正鳴 P.Jason 

8.  謝堂誠 P.P.Land 

9.  羅國龍 P.P.Lobo 

10.  邱明政 P.P.Masa 

11.  羅致政 P.P.Master 

12.  吳得利 P.E.Polo 

13.  陳萬祥 P.P.Roberta 

14.  林振哲 I.P.P.Sky 

15.  李榮鏗 P.P.Smile 

候補 1 劉炳華 P.P.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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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28 日  第 1700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你是我的兄弟」。 

敬祝社友 Mars、Kay 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歡

喜社長當選人吳得利 Polo 要接任

第 34 屆社長，準備保加利亞玫瑰

純露致贈全體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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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日十二月二十八日例會結束

後，下午三時將前往 P.P.Master

競選總部(板橋區區運路 28 號)為

他加油、打氣，敬邀社友寶眷一

同前往。 

(4). 一月四日(星期六)第 1701 次例

會，邀請到台灣高山醫學權威 王

士豪醫師蒞臨演講，敬邀社友夫

人蒞臨聆聽專題演講。 

*欲參加之社友夫人請向內輪會登

記報名，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5). 一月四日例會結束後，下午二時

三十分將前往社友 Aero 競選總部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97 號) 為他

加油、打氣，屆時敬邀社友寶眷

一同前往。 

(6). 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一月

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一時假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為統計中午用餐

桌數(每桌八千元)，敬請尚未登

記出席之社友請盡速向余 s報

名。 

(7). 社友 吳晉福(Dental)千金吳怡勳

小姐與鞠孟倫先生結婚典禮，謹

訂於二月九日(星期日)中午十二

時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一樓吉祥 B廳舉行。 

*禮金欲自行處理者，敬請告知余

s，為安排桌次也敬請告知出席人

數。謝謝! 

(8). 2019-2020 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

賽，謹訂於三月二十六日(星期

一)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台北高爾夫

球場舉行。 

*報名截止：二月十日(星期一)

止，報名費每位 500 元，果嶺費

2,449 元。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時間。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主持常年大會，本

週六例會應出席 52 位，出席 37 位，出

國 1位，請假 14 位，已達法定人數宣

佈召開常年大會，選舉(2020-2021 年

度)第三十四屆理事當選人。 

委由陳世君 Jey 擔任發票人.擔任監票

人、林聖家 Stone 擔任唱票人、許國騰

Life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 37 張，實際投票數為

37 張。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

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第三十四屆(2020-2021 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得利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 

羅國龍、邱明政、吳得利、陳萬祥 

林振哲、李榮鏗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社第三十五屆(二○二一~二○二二 

年度)社長提名人徐明偉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二○~二○二一年度秘 

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請 

討論。 

決  議：秘書-林振哲、會計-陳萬祥 

        糾察-謝堂誠、出席-林聖家 

        聯誼-翁仁禮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二○~二○二一年度 

五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張富逸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劉炳宏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郭昭揚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黃伯堯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徐明偉 

乙、 臨時動議 

第一案：第三十三屆、第三十四屆新舊任社長、 

職員交接典禮時間、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 

扶輪社來賓部份，屆時只邀請地區團 

隊和第二分區社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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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心攜手、善行結合在每年聖誕節我們都會捐 400-500 份 500 元禮物，給桃園特教學

校學生最多時還達到將近 600 份禮物。今年堂堂邁入第 13 個年頭，希望我們能幫助桃園特

殊教育學校弱勢孩童與家庭圓夢，進一步給予心靈上的關懷，讓弱勢者獲得社會愛心安慰 

，勇敢走出困境，更積極地面對人生，快樂生活。 

 

 

 

 

 

 

 

 

 

 

 

 

 

 

 

 

 

 

 

 

一年一度的幸福約定，讓我們深感施比受更有福 



本週節目 

一月四日 

第 17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世君 Jey 

主  講  者：台灣高山醫學權威  

王士豪醫師 

講      題：瘋高山-讓大人小孩玩得開 

心、玩得安心 

 

下週節目 

一月十一日 

第 1702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二)11:00 註冊、

11:30 鳴鐘開會、13:10 餐敘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 樓 

主講：恩智浦半導體副總裁暨高雄廠區 

總經理 張玉琳先生 

講題：5G–萬物互聯的新時代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 第 170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Decor、Frank、

Kenny、Obama、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2 月 28 日 第 170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29,400

Al 1,000 Jey 1,000

Alan 2,000 King 1,000

Benson 1,000 Land 1,000

Bright 1,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David 2,000 Mars 2,000

Dental 2,000 Masa 2,000

ENT 1,000 Otoko 1,000

Eric 1,000 Polo 2,000

First 1,000 Roberta 2,000

Fuku 2,000 Sky 2,000

George 2,000 Smile 2,000

Hero 2,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ea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ason 3,000 Will 1,000

小計：     $47,000 總計：    $876,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13,300

Frank 5,200 Kenny 5,200

Decor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628,900
 

恭喜 
社友 吳晉福(Dental)千金吳怡勳小姐與

鞠孟倫先生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

酒店宴會樓一樓吉祥 B廳(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二段 10 號)舉行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張 正 鳴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