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7 日  第 1765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Oki、P.P.Otoko、P.P.Lobo

夫人、Taylor 夫人、P.P.Hero 夫人，生日

快樂! 

祝福 Will 結婚 21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我只在乎你」、「你是我的

兄弟」、「男性的本領」。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代理秘書張富逸 P.P.Eric 報告： 

(1). 下週六 4月 3 日第 1766 次例會，適

逢清明節假期，休會乙次。 

(2).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4 月 25 日(星期日)假海釣族餐廳舉

行。 

*邀請卡放置社友桌上，敬請社友伉

儷撥冗出席。 

*屆時社友父母親、岳父母若能出席

者，請向余 s 登記以利安排各項事

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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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至 4月 30 日，有興趣之

社友伉儷請儘速踴躍登記報名。 

(4).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10 週年慶典，

謹訂於 3月 28 日(星期日)17:15 假

台北新板希爾頓飯店 2樓如意廳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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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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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月 25 日慶祝母親節晚會，鼓勵社

友力邀父母親、岳父母蒞臨同樂。 

(2). 5 月 30 日授證，團體大合照時間，

提前至會議結束 7時合影留念。 

(3). 5 月 30 日授證，晚會演出團體「新

北市愛樂」，將演奏探戈名曲 Por 

Una Cabeza(電影女人香配樂)，社

內想徵求有興趣的社友伉儷一同演

出。 

(4). 社友名牌設計，送交四月份理事會

討論決議。 

(5). 總監當選人黃文龍 I.D.G.Wood 傳

遞扶輪訊息：5 月 2 日(星期日)地

區訓練會、6 月 12 日(星期六)地區

年會、7 月 4 日(星期日)地區聯合

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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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 4 週年】  

時間：4月 20 日(星期二)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 樓圓滿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4 週年紀念典禮】 

時間：5月 6日(星期四) 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 樓圓滿廳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時間：5月 8日(星期六)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來函照登~公告 2023-2024 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主旨：公告 2023-2024 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說明：  

一、本地區辦公室 2021 年 3 月 2 日國扶辦字第 202021081 號函諒達。 

二、社投票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2 章第 12.050.條辦理，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假地區辦公室完

成開票，得票數：樹林社陳昱森 115 票、三峽北大菁英社張佳美 71 票、廢票 10 票。 

故公告前社長陳昱森當選為 2023-2024 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2021 年台北國際扶輪年會相關訊息 

~截取至四月份台灣扶輪月刊報導 

地主籌備委員會議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共有委員與工作團隊成員 

約 130 人出席。 
 

HOC 主委謝三連 PRID Jackson 於致詞時表示，經過百般努力爭取並花了 7年時間與無數心血投入 

籌備工作的 2021 年台北國際年會，已有包含台灣 23,420 人、國外 11,640 人在內共 35,060 人註 

冊的傲人成績。 
 

國際扶輪前社長黃其光 PRIP Gary 表示，雖然遺憾台北年會改為虛擬年會，但他已在近日與 RI 

討論 2028 年 RI 年會的視訊會議中，提出 2022 年休士頓國際年會若因疫情、天災等原因不能主 

辦時，改在台北舉行的備案。他請台北年會 HOC 地主籌備委員會同意及各地區總監共同致函 RI 

支持此一建議。 
 

國際扶輪理事劉啟田 RID Surgeon 說明 RI 理事會以新冠疫情加重，各國邊境管制趨嚴，通過 

2021 年台北國際年會取消實體會議，改為虛擬年會的經過。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林修銘 TRF Trustee Frederick 則回憶了 PRIP Gary 任內最後一次理事會通 

過 2021 年國際年會在台北舉行的往事，作為準備 2028 年國際年會在台北舉行的借鏡。 

2021 台北年會 HOC 主委謝三連 PRID Jackson 報告了台北年會改為虛擬年會後，註冊費全數退費 

的情形；以及函知各總監此事及有關 HOC 憑票活動之取消及退費辦法（詳見台灣扶輪月刊 2021 

年 3 月號中「2021 年台北國際扶輪年會確定改為虛擬年會」報導）。又 RI 已承諾保留 2028 年國 

際年會在台北舉行。 
 

HOC 財務長酈蘋 PP Ping 報告：2015-19 年，四年總共收入$107,387,365 元；2020 年 6 月 2日退 

還 12 個地區 2015-16 年度 25,731,500 元；實際收款共 81,655,865 元。年會結餘經費保留款計 

約新台幣 6,500 萬元，正與內政部協商，預備還返各地區後重新捐回 HOC，作為未來 2028 年台北 

國際年會之地主籌備經費。 
 

她並說明 HOC 各年度財務報表均由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並說明 HOC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止之財務報表、按地區別彙總之各社 2016-19 四年度捐款及返還捐款明 

細、HOC 憑票活動 100%退款進度報告。她特別感謝前總監許勝傑、姚啟甲等在財務相關事宜的長 

期指導及支持、蔡宏祥 PP Peter Tsai 憑票活動稅務指導、方鳴濤 CP Phil 重要合約的法律意 

見、黃其輝 CP Jeffrey 活動保險的幫忙。並感謝台灣扶輪總會理事長李翼文及歷屆理事長楊敏 

盛、張信、張瑞欽的支持及總會代為保管 HOC 專款帳戶事宜。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海釣族海鮮小館(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爐主：張正鳴、呂仁團、王世原、謝堂誠、翁仁禮、許國騰、羅國龍、張榮智、郭俊麟、

邱明政、羅致政、賴建男、黃文龍 



  

本週節目 

四月十日 

第 176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 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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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四月十七日 

第 176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徐明偉 P.E.Benson 

主  講  者：新北市第一大隊板橋防宣分隊 

分隊長 陳玉燕女士 

講      題：逃出生天-火場救命術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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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讓人愛上扶輪攝影比賽 

社長吳得利P.Polo榮獲地區副秘書獎。 

P.P.Sun-Rise夫人賴光昭女士榮獲社長獎。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7 日 第 176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Frank、Jimmy、Kay、Kenny、

Mars、Oki、Taylor、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7 日 第 176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75,200

Eric 2,000 Polo 2,000

Hero 3,000 Trading 2,000

King 5,000 Will 2,000

Lobo 4,000 Wood 2,000

Otoko 2,000  

小計：   $24,000 總計：    $1,199,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79,800

King 5,200 Master 7,700

Leo 20,800  

小計：     $33,700 總計：     $913,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