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5月 16 日  第 1720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應用

媒體藝術組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商寧真小

姐、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班二年

級學生李柚蓁小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一年

級學生許芳綺小姐、P.P.Eric 公子張皓

翔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P.First、Benson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秘書 Benson 結婚 14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大家攏嘛好作伙」、「往事只能

回味」。 

 出席劉孟賜 Bir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 34屆理事當選

人籌備會議，敬請各位理事當選人

留步參與會議。 

(2). 授證即將到來，有多項費用要支出，

敬請尚未繳納社費之社友，敬請於

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以利社務

推展。 

 代理糾察謝堂誠 P.P.Land 進行歡喜紅箱

時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應用媒體 

藝術組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商寧真小姐報

告「跨時空郵件創作說明」、國立中正大

學資訊管理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李柚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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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報告「偽裝人臉辨識」、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研

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許芳綺小姐報

告「早期療育對發展遲緩幼兒提供之

服務成效及資源分配」。 

 社長張正鳴 P.Jason、前社長邱明政

P.P.Masa 代表本社頒發四、五月份獎學

金、小社旗予三位獎學金學生。 

 代理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例

會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5月 16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與碩士班學生 商寧真小姐、李柚蓁小姐、邱明政冠名碩士班學生 許芳綺小姐合影留念 

 

第三十四屆(2020-21 年度)第三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 

一、時間：5 月 16 日(星期六)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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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政、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李榮鏗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月份行事曆。請討論。 

說  明：07/04 第 1727 次例會，延至七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宴會樓 1 樓吉祥廳舉行，第 33 屆、34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07/11 第 1728 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 

07/18 第 1729 次例會，「生命-音樂-0.03 的視界」Life 爵士樂團團長 吳柏毅先生。 

07/25 第 1730 次例會，地區總監陳向緯 Brian 蒞臨公式訪問。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原訂十一月七日(星期六)-十一月八日(星期日)舉行之秋季旅遊花蓮二日遊，因與

2021-2022 年度地區引導人訓練會撞期，是否改期舉行。請討論。 

決  議：時間改至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十一月十五日(星期日)舉行，旅行社部份委由社長、

秘書、聯誼接洽處理。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九～二○二○年度 

新北市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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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 

二、地    點：四川路社館(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三、出    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6位 

四、列    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陳明理、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 陳柏壽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官永茂、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當選人 郭宗霖   

五、主    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黃瑞桐P. Kodomo、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 Linda 

    記    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郭聰興S.Jonson、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蕭明珠S.Selene 

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黃瑞桐P.Kodomo 下午五時整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黃瑞桐P. Kodomo致詞：略 

     <二>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 Linda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地區助理總監陳明理A.G. Ali致詞：略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陳柏壽D.V.S. Norman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依照區辦公文來函所示：「請各分區提供年度服務計畫成果影片，以利地區統合編輯年

度回顧影片，配合年會錄影同步播放」有關影片製作，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年度地區年會改由錄影撥放形式，籌備單位預計加入本年的各項服務計畫影

片，請各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祕書協助貴分區完成影片。 

決  議：照案通過，由各社執行秘書將相關影片及照片、文字交予板橋社秘書Service製作影

片。 

第二案：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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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囉哈團隊 

       【分    組】依照今年社秘會舉辦順序 

                   第一組:群英社、光暉社 社長、秘書 

第二組:板橋社、板東社 社長、秘書 

                   第三組:板北社、板南社 社長、秘書 

第四組:板西社、板中社 社長、秘書 

                   會  長:陳明理A.G.Ali，執行長:吳俊德P.David，財務長:賴英弘S.Leo 

       【費    用】每年年費$10,000/人，此公費用作聯誼訂金、祝賀支出之途。未來秘書榮 

任社長一職，則以公費購買10,000元禮物於上任時贈予之。 

       【聯誼方式】一年3次餐敘；1次旅遊。 

       【應酬公約】個人―喜:禮金$2000（對象限直系親屬）；喪:奠儀$1500（對象限直系親 

屬） 

十、 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Linda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三日 

第 1721 次例會 

主  講  者：小提琴家 陳敦邦先生 

講      題：如果黑暗無盡頭，何不讓音 

樂照亮生命 

 

下週節目 

五月三十日 

第 1722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16 日 第 172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34,000

Benson 4,000 Wood 2,000

小計：    $6,000 總計：   $1,24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007,660

Benson 7,700 Mars 5,200

Dental 5,200 Shige 5,200

ENT 7,700 Sky 7,700

George 5,200 Tea 5,200

Jason 14,800 Wood 5,200

Junior 5,200  

小計：     $74,300 總計：  $1,081,96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16 日 第 172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Frank、

Kay、Kenny、Mars、Obama、Otoko、

Stone、Taylor、Tetsu、Tiger 
 

 

友社授證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5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5月 30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3 週年】 

*時間：6月 8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廳(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10 號)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1 樓吉祥廳(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10 號)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