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30 日  第 1757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歡迎新社友汪正輝P.P.Oki從台北圓山扶

輪社轉入本社，我個人準備親手烘焙的

「吳厝咖啡」與他分享，歡喜他的加入讓

板橋東區扶輪社更加茁壯。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板東扶 

青社社長賴俊鵬 Leo、領唱老師張智瑩小 

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Davie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Geroge、P.P.King 結婚週年快 

樂! 

歡唱自選曲「愛拼才會贏」、「南屏晚鐘」。 

 板東扶青社社長賴俊鵬Leo回母社報告團

務狀況並提供上半年度財務表。 

 出席林聖家Stone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代理秘書吳晉福 P.N.Dental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江基清 P.P.AL 致贈全

體社友小英總統 1元福袋、春聯。 

(2). 感謝前社長汪正輝 P.P.Oki 致贈全

體社友餅乾禮盒、梅子。 

(3). 感謝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再

加碼致贈全體社友小英總統 1元福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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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服務-關懷弱勢送愛心年菜活

動，謹訂於一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五十分開始假埔墘福德宮

舉行。 

*建議搭計程車或大眾交通工具前

往，開車者需停車到三民路上的

家樂福賣場停放。 

    (5). 社友許家榮 Will 五股中興產業園

區開幕盛會，謹訂於二月二日(星

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新夢想系

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五股

區中興路三段 160-16 號)舉行。 

   *出席人員敬請穿著西裝出席。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前社長劉炳宏 P.P.Hero 主持社務討論會。 

(1) 前社長汪正輝 P.P.Oki 詳細自我介

紹並且一一與會社友互碰手肘相互

問候。 

(2) 台灣疫情若趨嚴峻，可以考慮以視

訊方式進行例會。 

(3) 社友名牌是否重新製作乙事，感謝

總監當選人黃文龍 D.G.E.Wood 願意

致贈送全體社友新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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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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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二、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龍鳳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5位、列席：23位 

四、列席：23位 

五、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王英烱P.Michael、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鄭明銓P.Bruce 

記錄：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葉濬承S.Levine、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官彥均S.I-Guard 

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王英烱P.Michael 鳴鐘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王英烱 P.Michael 致詞： 

大家好！今天是第三次的社長、秘書聯誼會，下屆的社長、秘書們亦共同參與本次議

程。今日要討論的議案雖然不多，本屆社長、秘書們也都很盡職，而第三次社秘會議

的開始，代表著上半年任務都已經完成，接續著的下半年度，可以稍微減輕一半壓力

了！然後就是下屆社長、祕書當選人，上緊發條，為各社來年之各項計劃做好準備，

我們 D.G.E.真的很認真，許多場合都看得到他的踴躍參與的身影，今天 D.G.E.Wood 也

在現場開始督促了。 

<二>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鄭明銓 P.Bruce 致詞： 

各位晚安！今天很高興有 2021-2022 年度的社長、秘書們共同參與聯誼會。今晚天氣

很冷，外面溫度約僅 8 度，大家能不畏寒冷，踴躍準時與會，非常感謝！今天的海釣

族餐廳，是板北社社友所經營，就像自家廚房般，會後請各位盡情享用、開懷暢飲。

最後預祝今天聯誼會議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陳向緯 D.G.Brian 致詞： 

今天一整天都在做社區服務，而第二分區真的很棒，也為扶輪社做出許多社會服務與

貢獻，充分顯現扶輪精神！今天也感謝各位的邀請參與，看到第二分區本屆與下屆的

社長、秘書，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會務，充分感受到第二分區團結認真的氛圍。 

<二>2021-2022 年度總監當選人黃文龍 D.G.E.Wood 致詞： 



這幾天有許多人邀請我參與今日會議；當然，此次學習之旅我一定要來！昨天在宜蘭

參與活動，明天第二次相見歡也在宜蘭，21-22 年度的社長、秘書們與總監團隊很認

真。第二分區算是人數最多，我相信：我們第二分區當總監，一定不能讓第二分區失

體面。個人擔任過二屆社長，社齡達三十四年，將人生最精華，經歷也最豐富的階段

—六十七歲，貢獻給扶輪社，相信一定能勝任，我有自信能做得很好。第二分區八、

九年才輪到一次當總監，希望幸福團隊都能全力以赴，為第二分區爭光，感謝各位，

謝謝！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官永茂A.G.Tony 致詞： 

就如Michael社長所言，第三次社秘會的開始，代表著本屆下半場時間的開始。過去一

年，台灣真的很幸運，相較於國外，在台的生活一切正常，扶輪社的活動也一切順利；

授證旺季即將來臨，相較去年有百人集會限制規定，今年授證活動應該可以順利推展。

地區任務二件事情宣導：首先【愛上扶輪攝影比賽活動】，屆時各社社友、執秘的照片

作品，歡迎投稿參加比賽。第二件事情：WCS，分區雖未規定每社捐款額度，還是希望

有能力或認同者能多捐獻，目前捐款進度統計如下： 

板橋社 2個單位 板橋北區社 5個單位 

板橋東區社 1顆保羅哈里斯 

+1個單位 

板橋南區社 1個單位 

板橋西區社 1顆保羅哈里斯 板橋中區社 1顆保羅哈里斯 

板橋群英社 4單位 新北光暉社 1顆保羅哈里斯 

+1個單位 

(一個單位代表新台幣2萬元) 

共計4顆保羅哈里斯與14個單位，距離目標6顆保羅哈里斯與21個單位，稍嫌不足，作

公益要歡喜甘願，希望各社能斟酌狀況，行有餘力再貢獻一些。最後，今日天氣特別

冷，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郭宗霖 D.V.S.John 致詞： 

上半年任務完成了，下半年任務就是要多聯誼、聚會，把社友圈聚在一起，而今天就

已經看到我們下屆的 D.G.、A.G.、D.V.S.以及各社社長、秘書，扶輪就是一個旋轉的

齒輪，棒棒都是強棒，明年一定是棒棒，祝福今晚會議成功，大家多聯誼交流，祝大

家新年快樂！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 

國110年4月12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六時餐敘，假上海銀鳳 

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舉行。 

說  明：此次由板橋西區扶輪社與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伉儷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活動報告： 

板橋社秘書Jamie報告：板橋社與第二分區共同舉辦的全球獎助金，感謝各社的支持與贊助，

圓滿將所需資費募捐完成，各界扶輪也於12月底準時將費用撥款入專戶中，現階段籌募基金

完畢。依照教育局的承諾事項，應於本月份撥付優先款項約70萬元新台幣，按照第二次社秘

教育局所提進度，逐步推展專案。原定三月初邀請新北市市長與第二分區舉辦共同啟動儀式

之活動，因市長行程暫無法配合，所以活動時程尚未定案，目前仍積極爭取市長能配合的時

間，屆時會再向大家報告。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鄭明銓P.Bruce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二月六日 

第 175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健豪 Taylor 

主  講  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授 莊淇銘先生 

講      題：人生有限、青春無限 

 

下週節目 

二月十三日 

第 1759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二十日 

第 1760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葉進一、楊耀程、郭祐福、李水日 

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陳嘉偉、鄭德文、周正義、王文霖 

黃俊哲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夫人(52.02.09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30 日 第 175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Coach、Decor、Frank、

Jimmy、Kay、Kenny、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30 日  第 1757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73,800

Benson 2,000 Land 500

Davie 2,000 Polo 2,000

Dental 1,000 Tea 1,000

George 6,500 Trading 2,000

Hero 2,000 Will 200

James 500 Wood 2,000

小計：   $21,700 總計：    $1,095,500
 

扶青團 承上期：          $0

Davie 1,000 Tea 3,000

小計：    $4,000 總計：        $4,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5,300

Benson 11,500 Lobo 7,700

Dental 5,200 Oki 5,200

George 5,200 Will 5,200

小計：     $40,000 總計：     $82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