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35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四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五屆(2021-

2022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

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

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

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

將再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後，馬上召

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聯合例會 

時間：1月 5日(星期二) 

11:00 註冊、11:30 開會  

地點：板橋囍宴軒餐廳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9樓) 

主講：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先生 

講題：台灣邁向碳中和時代的挑戰與機會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40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二)14:0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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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05 日  第 1749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大提琴家暨 SMILECELLO 創辦 

人劉佳禎小姐、鋼琴老師黃俊達先生、鄉 

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汪正輝先生、社長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秘書 P.P.Sky 夫人 

蔡麗娟女士、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 

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 

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P.P.Hero 夫 

人董秀琴女士、P.P.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 

士、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領唱老師張 

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mile 生日快樂! 

祝福 D.G.E.Wood 結婚 44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這是咱著的扶輪社」、「站在高崗上」。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致贈全體

社友農民曆。 

(2). 十二月十二日第 1750 次例會，為常

年大會要選舉第 35 屆 2021-2022 年

度理事當選人，屆時敬請全體社友撥

冗出席。 

*屆時社友林聖家 Stone 也將準備千 

金滿月油飯、麻油雞宴請與會社友。 

(3).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

家庭孩童 220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十

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假新

北市家扶中心鶯歌服務處(新北市鶯

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 號)舉行。 

(4).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

育學校學生 400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假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

市德壽街 10 號)舉行。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前社長張正鳴 P.P.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劉佳禎小姐 

學歷：國立台北師範學院音樂教育系 

曾任：20 年音樂教學經驗，擁有紮實古典 

底子與即興編曲能力、國小音樂老 

師、弦樂團老師、酷派音樂老師、 

大專院校與企業歌唱比賽評審、電 

影配樂、廣告配樂錄製、MV 拍攝、 

電視歌唱比賽、企業尾牙等演出。 

現任：大提琴家暨 SMILECELLO 創辦人 

榮譽：文林扶青團創團團長 

冬日樂饗：大提琴的理性

與感性 

 

 

 

 

 

 

 

 
 
 

大提琴家暨 SMILECELLO 創辦人 劉佳禎小姐 

以大提琴為鑰匙，帶大家進入蕭邦、巴哈、帕 

格尼尼與台灣經典歌曲的世界，為各位打開 

音樂之門，引領大家體會音樂情感的起伏與 

綻放，捕捉音樂理性與感性那 1% 的微妙平 

衡，在這小小的空間中我們與音樂來一次温 
暖的邂逅。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劉佳禎老師與鋼

琴老師黃俊達先生精彩的音樂饗宴。 

 糾察謝堂誠 P.P.Land 有事先離席，委請

社友陳嘉偉 Junior 代理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9 日(星期日)08:00 報到                          地點：中和烘爐地 

 

 

 

 

 

 

 

 
 
 
 
 

合影留念 

 

 

 

 

 

 

 
 
 
 
 
 

趣味競賽活動 
 
 
 

 

 

 

 

 

 

 
 
 

熱鬧的摸彩活動 

 

2021-2022 年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2 月 13 日(星期日)09:00 報到、09:30 鳴鐘開會 

地點：宜蘭香格里拉飯店(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 號) 

參加：徐明偉 P.E.Benson、許家榮 S.E.Will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二日 

第 1750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5 屆(2021-2022 年 

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5 屆(2021-2022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九日 

第 175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薛松茂 P.P.Sun-Rise 

主  講  者：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簡上仁先生  

講      題：台灣民謠花再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5 日 第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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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ecor、

Frank、Jimmy、Kay、Kenny、Leo、

Mars、Tetsu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44 年 

黃健豪社友(96.12.13)13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5 日 第 174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89,800

Cathay 3,000 Life 1,000

Davie 2,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ter 3,000

Eric 1,000 Otoko 1,200

George 1,000 Polo 4,000

Hero 2,000 Roberta 1,000

Jack 1,1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ky 2,000

Jason 2,000 Stock 4,000

Jey 1,000 Sun-Rise 1,000

Junior 6,000 Taylor 1,000

Just 500 Tiger 2,000

King 1,000 Wood 2,000

Land 2,200  

小計：   $49,000 總計：      $838,800

 

拍賣收入 承上期：         $0

Polo 1,100  

小計：     $1,100 總計：        $1,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61,300

Just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66,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