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9 日  第 1751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台北藝術大學教授簡上仁先

生、社長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

P.P.George 夫 人 李 林 素 英 女 士 、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P.P.Sun-

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P.P.King 夫人林

美玲女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 

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領唱老師張智

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Cathay、P.P.Master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Davie、P.P.James 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

曲「四季紅」、「正月調」。 

 代理出席黃伯堯 P.P.Jack 報告上次例會

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臨時理

事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

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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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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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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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社長薛松茂 P.P.Sun-Rise 介紹主講者：

姓名：簡上仁先生 

學歷：英國雪菲爾大學音樂博士 

現任：國立清華大學 

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田園樂府樂團團長 

榮譽：台灣民謠、台灣福佬語語言聲調 

和歌曲曲調的關係、「鯽仔魚欲娶 

魚」音樂劇 

台灣民謠花再開 

 

 

 

 

 

 

 

 
 
 

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簡上仁先生 

音樂本身就是族群融合自然產生的文化，台

灣有複雜、多元的族群，也造就台灣音樂的豐

富多樣性，許多原住民流傳下來的曲調旋律，

再加上福佬語系精彩的七聲八調，成就了代

代相傳、獨一無二的台灣民謠。 

從小我就覺得，台語非常優美，因此，大學畢

業後，我就把寫「優質的台灣歌」，當成一輩

子努力的目標。將日常事件、內在生活與外在

生活、夢想與現實轉化為一首一首的台灣歌

謠。希望藉由台灣歌謠為人們帶來一點幸福，

與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簡教授從親情

阿母的搖籃曲、愛情秋天的思念、到鄉

土的思想再起，每一首歌謠都唱出了那

個時代的人民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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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2 月 19 日(星期六)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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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林振哲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春季旅遊-宜蘭新寮瀑布.三富農場. 

掌上明珠一日遊，謹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舉行。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區服務-關懷弱勢送愛心年菜活動 

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三十 

一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深丘福德 

宮舉行。請討論。 

決  議：贊助三萬元。 

扶輪ABC-扶輪友誼交換(Rotary Friendship Exchange) 

扶輪友誼交換鼓勵扶輪社員與家人去訪問世界其他地方的社員家庭。友誼交換可以社對

社(社員對家人)或地區對地區(四到六對夫婦)。 

扶輪友誼交換開始是數位社友夫婦自費旅行到他國。行程結束後，換他們接待對方。經

過成功的試驗，扶輪友誼交換在1988年成為扶輪定型的活動。 

扶輪友誼交換打開友誼的大門。想尋求體驗一個另類的休假和聯誼的社友應該去多瞭解

這個活動。令人興奮的扶輪探險在等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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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 月 12 日(星期六)09:30 報到、10:00 開始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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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撼動了世界，也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這募款不易的狀況下，我們仍堅持

對各位小朋友們的承諾與期待，不讓小朋友的夢想落空，大家一起努力參與這屬於奉獻和

傳遞愛的活動。 

2006 年，我們開始努力圓小朋友的夢，讓我們有機會溫暖孩童的心，讓孩童們知道這社會

有多少人在支持、鼓勵他們，他們一點也不孤單。我們也許無法滿足每一位孩童的期盼，

但我們督促自己每年皆竭盡所能去募集，希望一年能比一年更好，讓孩童遺憾少一點，快

樂多一點。 

 

  

 

 

 

 

 

 

 

社長Polo代表本社致贈220份聖誕禮物(圖書禮券每份500元)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由新北市家扶中心林夢萍主任、陳雪鳳主委代表接受並回贈感謝狀予本社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8日(星期五)16:30註冊、17:00開會、18:00用餐 

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參加：吳得利P.Polo伉儷、林振哲P.P.Sky、徐明偉P.E.Benson、許家榮P.S.Will 

 

扶輪領導學院第60期學員訓練會議 

時間：1月23日(星期六)-1月24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花蓮縣壽豐鄉山嶺18號) 

參加：黃文龍D.G.E.Wood、徐明偉P.E.Benson 

 

社區服務-關懷弱勢送愛心年菜活動 

時間：1月31日(星期日)14:00 

地點：深丘福德宮(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77號)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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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一月二日 

第 1753 次例會 

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一月九日 

第 1754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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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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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屆時敬請與會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 

度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俊麟社友(100.12.30)9 年 

王文霖社友(81.12.31)2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9 日 第 175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15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lan、Bright、Dental、Decor、

Frank、Jimmy、Kay、Kenny、Leo、

Mars、Oki、Otoko、Stone、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9 日 第 175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88,300

Archi 6,000 Junior 1,000

Benson 2,000 King 1,000

Coach 1,000 Land 1,000

Davie 3,000 Lobo 1,000

ENT 1,000 Polo 3,5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George 1,000 Sky 1,000

Hero 2,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aylor 2,000

James 5,200 Trading 2,000

Jason 1,000 Wood 2,000

Jey 1,000  

小計：   $41,700 總計：      $93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71,700

George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7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