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0 日  第 1764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得獎學生超能

盛生物科技公司獎學金-國立成功大學臨

醫所博士班學生吳柏帆先生、黃文龍獎學

金-國立東華大學諮商所碩士班學生林芷

柔小姐、劉翁清連女士紀念獎學金-國立

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

生黃思瑩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

本社。 

祝福壽星 Dental 夫人、Justice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P.P.Just 結婚 41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選

曲「青春嶺」、「春風吻上我的臉」。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 2021-2022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第 31 屆地區年會，謹訂於 6月 12

日(星期六)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

館舉行。 

*敬邀社友伉儷踴躍登記報名，屆

時報名者請務必撥冗出席。 

(3).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謹訂於 3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08:30 假新莊典華

舉行。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全球將助金-新北

市外配識字教育計畫報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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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 3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09：45 假板橋文德國民小學國際

文教中心舉行。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超能盛生物科技公司獎學金-國立成功 

大學臨醫所博士班學生吳柏帆先生報告 

「USP48 在調節阿茲海默氏病 APP 蛋白 

質中的作用」、黃文龍獎學金-國立東華 

大學諮商所碩士班學生林芷柔小姐報告 

「世代差異、個人傳統性與個人現代性 

對同性婚姻態度之關聯性研究」、劉翁清 

連女士紀念獎學金-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黃思瑩小姐 

報告「行動諮商心理師跨專業合作經驗 

與觀點」。  

 社長吳得利 P.Polo、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副社長劉炳宏

P.P.Hero 代表本社頒發三月份獎學金、

小社旗予三位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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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 

一、時間：3月 20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李榮鏗(代理) 

四、記錄：許家榮 

五、 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羅致政、吳得利、李榮鏗、劉炳華、 

許家榮 

甲、討案討論 

第一案：2021-2022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21-2022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四屆、第三十五屆交接典禮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七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秋季旅遊-台中麗寶二日遊，謹訂於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舉 

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請討論。 

說  明：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例會用歌本是否更新。請討論。 

決  議：建議與其他社一同製作新的例會歌本。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3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超能盛公司冠名博士班學生-吳柏帆先生        黃文龍冠名碩士班學生-林芷柔小姐 

 

 

 

 

 

 

 

 

 

劉翁清連女士紀念碩士班學生-黃思瑩小姐                全體合影留念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12 日(星期一)16:30 報到、17:00 開始、18:00 用餐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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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10 週年】 

時間：3月 28 日(星期日)17:15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飯店 2 樓如意廳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 4 週年】  

時間：4月 2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 樓圓滿廳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七日 

第 176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三日 

第 1766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節目預告 

四月十日 

第 176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承暘地政事務所 

負責人 葉濬承先生  

(板橋北區社 S.Levine) 

講      題：房地合一所得稅~後時代實務 

篇 

 

敬祝 生日快樂! 
汪正輝前社長(48.03.28)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副社長夫人(51.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家榮社友(89.03.27)2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0 日 第 176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Frank、Jimmy、Kenny、Leo、

Mars、Otoko、Oki、Taylor、Tetsu、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0 日 第 176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61,200

Dental 2,000 Master 1,000

Hero 500 Polo 2,000

James 500 Sky 500

Jason 500 Stock 1,000

Kay 2,000 Tea 500

Land 500 Trading 3,000

小計：   $14,000 總計：    $1,175,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69,400

Kay 5,200 Stone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879,800

 

社長當選人徐明偉Benson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4月11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