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當選 
吳晉福社友 

榮膺本社 2022~2023 年度 

(第三十六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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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12 日舉行常年
大會並於當日召開 2021~2022 年度(第三十
五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會中全體通
過推選吳晉福社友為 2022~2023 年度社長當
選人。 

2021-2022 年度 

(第三十五屆)理事當選人名單
1.  江基清 P.P.Al 

2.  游伯湖 Alan 

3.  徐明偉 P.E.Benson 

4.  程文金 P.P.Cathay 

5.  吳晉福 P.N.Dental 

6.  洪敏捷 P.P.ENT 

7.  張富逸 P.P.Eric 

8.  羅致政 P.P.Master 

9.  賴建男 P.P.Otoko 

10.  吳得利 P.Polo 

11.  李榮鏗 P.P.Smile 

12.  劉炳華 P.P.Stock 

13.  黃健豪 Taylor 

14.  蕭慶安 Tiger 

15.  許家榮 Will 

候補 1 謝堂誠 P.P.Land 

候補 2 薛松茂 P.P.Sun-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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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2 日  第 1750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恭喜社友呂仁團 Kenny 於十二月九日(星

期三)喜獲麟兒。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

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Just 夫人、P.P.James 夫

人 

生日快樂! 

祝福 P.P.ENT、Taylor 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正月調」、「榕樹下」、「花 

心」。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 

狀況。 

 代理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感謝社友林聖家 Stone 準備千金滿

月油飯、麻油雞宴請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理事

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 35 屆

2021-2022 年度理事當選人籌備會

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參與

會議。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

會，謹訂於一月五日(星期二)上午

十一時假板橋囍宴軒餐廳舉行。 

*為安排用餐桌次，敬請社友盡速

登記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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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登記出席此

活動。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社長吳得利 P.Polo 主持常年大會，本次

例會，應出席 52 位，出席 41 位，請假 11

位，已達法定人數宣佈召開常年大會，選

舉(2021-2022 年度)第三十五屆理事當

選人。 

委由陳嘉偉 Junior 擔任發票人、李榮鏗 

P.P.Smile 擔任監票人、許國騰 Life 擔 

任唱票人、何文章 Decor 擔任記票人。 

現場總發票數為 41 張，實際投票數為 41 

張。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第三十五屆(2021-2022 年度) 

第一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12 月 12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徐明偉 

四、記錄：許家榮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 

洪敏捷、張富逸、賴建男、吳得利 

李榮鏗、劉炳華、蕭慶安、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本社第三十六屆(二○二二~二○二三 

年度)社長提名人吳晉福先生。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本社二○二一~二○二二年度 

秘書、會計、糾察、出席、聯誼人選。 

請討論。 

決  議：秘書-許家榮 

會計-黃健豪 

糾察-程文金 

出席-郭俊麟 

聯誼-陳世君 

第三案：請推選本社二○二一~二○二二度五 

大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請討論。 

決  議：社員委員會主委-游伯湖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李榮鏗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洪敏捷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吳晉福 



 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2 月 12 日(星期六)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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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吳得利、 

林振哲、李榮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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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第1753次例會，適逢元旦連續假日，休會乙次。 

        01/09第1754次例會，提前1月5日(星期二)假板橋囍宴軒餐廳舉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 

輪社聯合例會。 

01/16第1755次例會，麗寶新藥副總 劉朝瀚先生(P.P.Stock公子)。 

        01/23第1756次例會，「後疫情世界的想像」立法委員 羅致政先生(P.P.Master)。 

01/30第1757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鄉春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汪正輝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二○～二○二一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1月13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3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4位 

所    屬    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扶輪社          陳瑤國        汪俊男 

板橋北區扶輪社      王英烱        蔡濬承 

板橋東區扶輪社      吳得利 林振哲 

板橋南區扶輪社                    官彥均 

板橋西區扶輪社      江文毓        陳國忠 

板橋中區扶輪社      林珍怩        林秀鳳 

板橋群英扶輪社      賴智弘 徐偉順 

新北光暉扶輪社      高翊紘 

四、列席：應出席2位，實際出席7位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官永茂 

第二分區地區副祕 郭宗霖 

3490 地區網路社前社長 林蔚濠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 張明文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科長 林玉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助理員 王健宇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 陳雪鳳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 陳瑤國P.Life、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吳得利P.Polo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 汪俊男S.Jamie、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林振哲S.Sky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 陳瑤國P.Life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扶輪社社長 陳瑤國 P.Life 致詞： 

新北市教育局局長今天會過來，因為這一次很幸運的，我們第二分區是 3490 地區第一

個申請過今年度全球獎助金，這次也讓各社非常的幫忙，雖然是板橋社主辦，也是因

為各社協辦的力量，才讓全球獎助金可以非常順利的申請完成，明年的一月，獎助金

將正式開始，三月將舉行記者會，等等教育局局長會再跟大家做更詳細的說明，謝謝

大家。 

<二>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吳得利 P.Polo 致詞： 

今天是第二次社祕會，祝大會圓滿成功，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官永茂 A.G.Tony 致詞：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但還是很順利的，大家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第一件事

請是總監剛上任時三倍卷的捐贈，二分區捐贈單位為家扶中心，今天特別邀請家扶中

心主委陳雪鳳蒞臨，陳雪鳳主委也一直想感謝大家，等等會有感謝狀的致贈儀式。第

二件事情為本年度 WCS 將於明年 3 月舉行，不一定能成行，但捐贈還是要做，請各社

踴躍捐贈。第三件事情為愛上攝影活動，也是今年總監推的活動，也請各社踴躍報名

參加。最後，最近天氣多變化，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郭宗霖 D.V.S.John 致詞： 

地區事務 AG 剛剛已做詳細說明，就不再補充，這個月二分區共同活動聯合登山，鼓勵

大家踴躍出席，祝開會順利，祝晚餐、聯誼大家開開心心，謝謝。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星

期二)中午11時假囍宴軒新板店(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9樓)舉行，邀請前

外交部長 簡又新先生擔任主講者。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20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假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舉行。 

說  明：此次由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20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全球獎助金計劃-贊助新北市外配識字教

育」。請討論。 

說  明：(1).承續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祕會議決議辦 

理。 

(2).有關本年度二分區申請之全球獎助金「新北市外配識字教育計畫」，經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協助擬定計畫，於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提經3490地區辦公室核轉

RI審核，後經依RI審查意見補充後，業由RI於中華民國109年9月29日電郵通知

核准在案，預計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經費籌措後，交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至中華民國110年12月31日執行。 



(3).各社配合經費如下： 

板    橋社：4顆保羅哈里斯、板橋北區社：2顆保羅哈里斯 

板橋東區社：2顆保羅哈里斯、板橋南區社：2顆保羅哈里斯 

板橋西區社：2顆保羅哈里斯、板橋中區社：2顆保羅哈里斯 

板橋群英社：2顆保羅哈里斯、新北光暉社：2顆保羅哈里斯 

(4).敬請各社於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之前匯款至RI，並指定案號全球獎助金案 

件(GG2016918)。 

決  議：更正，板橋北區社：3顆保羅哈里斯，新北光暉社：1顆保羅哈里斯，其他社配合經

費不變。 

十、臨時動議： 

1.2020-2021年度二分區聯合例會將於一月五日舉行，將由板橋群英社及板橋中區社聯合主 

辦，敬請各社先行統計人數，敬邀大家踴躍參與，謝謝。 

十一、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吳得利P.Polo宣佈散會。 

社區服務-歲末寒冬義賣園遊會 

時間：11 月 29 日(星期日)10: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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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俊鵬

Leo 動員團員們，準備飲料參與義賣。 

在這又濕又冷的季節裡，手捧著一杯暖呼呼的

熱飲是最好不過了。此次義賣共捐贈新北市家

扶中心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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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台北國際年會訊息-根除小兒麻痺 5K 公益健行活動 

一、感謝各位總監、各社社長、社友、寶眷們的支持，目前統計台灣 12 地區的註冊人數已超

過 23,000 人報名，全世界已有 137 個國家，34,221 社友及貴賓報名 2021 台北國際扶輪 

年會。 

二、有關 HOC 憑票活動之「根除小兒麻痺 5K 公益健行」，活動時間為 2021 年 6 月 12 日(六)

上午 7時至 11 時，假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出發，至中正紀念堂兩廳院廣場健走 5公里，

預定 1萬人參加。 

(1).敬請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報名。沒有註冊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者，亦可 

報名參加 5K 公益健行活動。 

(2).報名方式：報名費用每人台幣 600 元，截止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 

(3).參加紀念品：紅色紀念衫、白色紀念帽及小國旗。 

(4).完成 5K 公益健行者，抵達終點時將獲得「完走獎牌」一式。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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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 1752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2020-2021 年度地區支點計劃報告 

主委 楊朝傑(花蓮吉安扶輪社 P.D.S.Land)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2 日 第 175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念您! 

    Archi、Davie、Frank、Kenny、Leo、

Taylor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羅致政前社長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莊金盤社友(81.12.20)28 年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52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2 日 第 175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38,800

Al 1,000 King 1,000

Benson 3,000 Land 1,000

Bright 1,000 Life 1,000

Coach 1,000 Lobo 1,000

Decor 1,000 Mars 1,000

Dental 1,000 Otoko 1,000

ENT 2,000 Polo 3,000

Eric 1,000 Smile 4,000

First 3,000 Stock 1,000

George 2,000 Tea 5,000

Jack 1,000 Tiger 1,000

James 3,000 Trading 2,000

Jason 1,500 Will 1,000

Jey 1,000 Wood 2,000

Jimmy 2,000  

小計：   $49,500 總計：      $888,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66,500

Coach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7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