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 
  
 

~賀~ 
本社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20-2021 年度【1900 萬】功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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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儷、徐明偉P.E.Benson、許家榮P.S.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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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26 日  第 1752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歡喜又有一位新成員加入本社，而且是具

備扶輪資歷的汪正輝P.P.Oki轉來本社。

我感謝介紹人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的引薦讓板東大家庭又多了一位優秀的

成員，我個人準備紀念品「Johnnie 

walker 藍牌威士忌」乙瓶感謝他。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Mars、Kay 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滿山春色」、「青春嶺」、

「愛你一萬年」。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代理秘書張富逸 P.P.Eric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致

贈全體社友白沙屯媽祖年曆。 

(2). 一月二日(星期六)，第 1753 次例

會，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3). 一月九日(星期六)第 1754 次例

會，提前至於一月五日(星期二)上

午十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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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時敬請與會社友穿著西裝、搭

配年度領帶出席例會 

(4). 恭喜社友 Jimmy 吉哆火鍋百匯，謹

訂於 12 月 30 日(星期三)假新北市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81 號開幕。 

(5).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

月十四日(星期日)舉行。 

*為安排各項事宜，敬請社友寶眷

儘速報名。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副社長劉炳宏 P.P.Hero 主持社務討論會。 

會中討論… 

(一)、請板橋東區扶青社準備成員資料 

、收支表向母社報告。 

(二)、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喜事應酬公約 

是否提高金額至 3,600 元。 

(三)、活動時的巴士集合上車地點，其 

中馥華飯店乙站是否更改至板橋 

車站北二門。 

(四)、是否提高社友分攤捐款?社內紅箱 

歡喜的模式還是不變。 

(五)、是否變更每週例會時間? 

第(二)、(三)項送交一月份理事會決議。

第(四)、(五)項交由下屆(第 35 屆)理事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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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前社長陳萬祥(P.P.Roberta)夫人陳又禎女士慟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2日(星期六)凌晨26分 

壽終內寢，享年44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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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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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捐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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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夢最美，助人圓夢更美，每年十二月都是桃園特教學校學生引頸期盼的日子，因為他們會

從聖誕老公公手上接到屬於自己挑選的聖誕禮物！ 

從 2006 年起，我們集結各地的善心人士，開始幫助桃園特教學校學生們實現夢想。本著社會

關懷以及扶助弱勢家庭的理念，我們幫助桃園特教學校的學生圓夢，今年全校 400 位學生依

然可在豐富多樣的禮物清單中，挑選自己或家庭最想要的禮物，讓學生們感受到愛與接納和

聖誕佳節分享的喜悅。  

校長葉瑞華也再次表示：「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每一年都帶著禮物來探視這群身心障礙的學

生，此次貴社社友鄉春食品公司也準備了十箱的餅乾糖果贈予學生，讓孩子們充滿喜悅，讓

桃園特教的孩子們擁有一個豐盛又難忘的聖誕佳節！」 

  

 

 

 

 

 

 

 

 
 
 
 
 
 
 
 
 
 
 
 
 
 

桃園特教學校 葉瑞華校長代表全體師生，感謝本社十四年來持續的關懷與支持 

社長Polo、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顧問陳雪鳳、永雄建設P.P.Stock也代表接受感謝卡 

 

春季旅遊-宜蘭三富農場、新寮瀑布、掌上明珠一日遊 
時間：3月14日(星期日)  
行程：07:3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水果、礦泉水 

09:30 新寮瀑布(冬山河的發源地、瀑布風情森林步道) 

11:30 三富休閒農場(農場鄉土風味午餐、生態導覽、園區自由活動、下午茶) 

16:50 晚餐-掌上明珠(生態鳥園、美術館、品嘗精緻無菜單料理 …) 

19:50 返回可愛的家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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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板橋麗寶大樓 9 樓-囍宴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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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一月十六日 

第 175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 

主  講  者：麗寶新藥副總 劉朝瀚先生 

(P.P.Stock 公子) 

講      題：生技產業的發展與趨勢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6 日 第 175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12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2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rchi、Coach、Davie、 

Decor、Jey、Jimmy、Leo、Mars、

Oki、Otoko、Taylor 

 

 

 

敬祝 生日快樂! 

徐明偉社長當選人(61.01.07) 

許家榮社友(66.01.07) 

張宏陸社友(61.01.10)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林振哲前社長夫人(55.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28.01.09) 

劉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黃俊哲社友夫人(81.01.12)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24.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友(76.01.11)34 年 

劉孟賜社友(87.01.11)23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6 日 第 175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30,000

Alan 4,000 Kenny 4,000

Dental 1,000 King 500

ENT 200 Land 500

Eric 2,000 Life 200

Frank 4,000 Lobo 1,000

George 1,000 Master 2,000

Hero 1,000 Polo 2,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

James 500 Tetsu 2,000

Junior 100 Will 500

Kay 2,000  

小計：   $29,600 總計：      $959,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76,900

Aero 5,200 Jimmy 5,200

Alan 5,200 Kay 5,200

Cathay 7,700 Kenny 5,200

Frank 5,200 Trading 5,200

小計：     $44,100 總計：     $62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