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8 日  第 1771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主講者音樂志工張瑞琦小姐、超齡

愛心樂團團長黃其明先生、傑勛設計工

程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斯靖先生 Hank、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P.P.George、P.P.King、I.D.G.Wood、

P.P.Roberta、P.P.Smile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Stone 結婚 6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

曲「堅持」、「得意的笑」。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總監當選人黃文龍 I.D.G.Wood

致贈全體社友伉儷扶輪運動衫，請

大家盡速登記衣服尺寸，6月 12 日

地區年會要穿著出席。 

(2). 感謝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致

贈社友口罩，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五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下週六 5 月 15 日第 1772 次例會，

邀請戴瑋姍議員蒞臨專題演講亦是

社友日，屆時將抽籤邀請社友擔任

例會職務。 

(5). 第五次爐邊會議，謹訂於 6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5:30 假格萊天漾大

飯店 15 樓天嵐廳舉行，邀請卡已

放置各位社友桌上請攜回。 

(6). 2021-2022 年度根除小兒麻痺單車 

環島活動，5 月 12 日(星期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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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0 時開始線上報名，報名人

數限 180 位，人數額滿即截止報

名，有興趣之社友寶眷請自行上

網登記以免向隅。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社長提名人吳晉福 P.N.Dental 介紹主

講者： 

姓名：張瑞琦小姐 

出生：1963.01.22 

學歷：清華大學電機系 

台科大電子系研究所 

曾任：Ubee Interactive 軟體研發副總  

(2013~2016)、Alcatel-Lucent  

無線網路應用研發中心 

(2007~2013) 

現任：音樂志工 

退休太乏味?樂齡學音樂 

 

 

 

 

 

 

 

 

 

音樂志工 張瑞琦小姐 

音樂可以啟迪人心、陶冶性情，更可以藉由

音樂療癒病患，使病患得到心靈上的治療， 

讓不安緊張的情緒霎時轉為和緩、平靜、穩

定。 

我們是熱愛做公益的"超齡愛心樂團"，每周

五的下午 2:00-5:00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區內

的 Bigtom 室外區為創世基金會救助清寒植

物人做募款的演唱。邀請大家一起來現場，

欣賞好聽的國台日英經典歌曲、喝咖啡、奉

獻您的愛心給需要幫助的清寒植物人，感恩

大家 !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張瑞琦小姐

與黃其明先生分享音樂分享愛。 

 糾察謝堂誠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參觀 社友 Will 新夢想公

司台北建築建材、廚具空

間設計展 

展覽時間：4 月 30 日(星期五)10:00 

展覽地點：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合影留念 

 

 

 

 

 

 

 

 

 

專業建築建材職業展覽，參觀人潮踴躍 



 

 新北市第二分區全球獎助金(GG2016918)-新北市新住民

華語識字教育計畫記者會 
時間：3月 23 日(星期二)10:00 記者會開始 

地點：板橋文德國民小學國際文教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79 號)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捐助國際扶輪全球獎助金 200 萬元，協助新北市

推動「新住民華語學習支持計畫」。 

本次獎助金將運用於於教材、師資、課程三方面，協助新住民快速學習華語，讓新住民學華

語 so easy。 

 

 

 

 

 

 

 

 

新北市市長候友宜先生與新住民代表一同出席，感謝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支持新住民學習華語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5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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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四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外燴公司六月份開始餐費報價將調漲每桌二百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2021-2022 年度地區扶輪公益網主委由本社前社長江基清 P.P.AL 擔任，因為地區扶輪

公益網是地區項下的一個組織，所以無法單獨申請銀行帳戶使用，歷年來由擔任主委

的扶輪社提供銀行帳戶讓地區扶輪公益網使用一年。請討論。 

決  議：同意，提供板橋東區扶輪社的帳戶使用，使用期限為 2021.07.01-2022.06.30 止。 

第二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幸福團隊快樂出航聯合就職典禮，謹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4日

(星期日)假陽明山中山樓舉行。報名人數、費用。請討論。 

決  議：報名人數以第 35 屆職員、地區團隊成員、新社友為主，費用就由第 35 屆支付。 



 

 

 

五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5 月 15 日(星期六)12:30 

二、地點：LINE 線上理事會 

第一案：根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至 6 月 8 日前將是關鍵期，為了減少群聚感染是否休會。請討

論。 

決  議：5月 15 日、5月 22 日、5月 29 日、6月 5日例會休會，6月 12 日端午節連假休會，暫

訂 6月 19 日恢復例會。 

第二案：根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至 6 月 8 日前將是關鍵期，為了減少群聚感染，本社五月三十

日(星期日)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授證 34 週年紀念晚會」是否停辦，請討論。 

決  議：配合中央防疫措施，停止辦理。 

第三案：第五組爐邊會謹訂於 6 月 6 日假格萊天漾舉行，因新冠肺炎疫期影響是否要取消或改

以爐主名義採購禮券(二千元)致贈社友，若有不足額部份由社內補貼。請討論。 

決  議：配合中央防疫措施，取消爐邊會改以爐主名義採購禮券致贈社友。 

五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5 月 19 日(星期六)12:30 

二、地點：LINE 線上理事會 

第一案：地區募集快篩試劑。請討論。 

決  議：社內捐贈三萬元。 

第 35 屆第三次理事籌備會記錄 

一、時間：6 月 1日(星期二)12:30 

二、地點：Googel 線上理事籌備會 

第一案：原訂 7月 2 日(星期五)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之「第 34、35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

接典禮」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是否取消辦理。請討論。 

決   議：取消。 

第二案：台灣扶輪部分地區擬響應衛生福利部之號召，透過扶輪的力量設置移動式篩檢接種站，

本社是否捐贈移動式篩檢接種站。請討論。 

說  明：(1)可以提供對於醫院外負責篩檢及施打疫苗的醫療人員正壓防護的作業空間，使醫療

量能得以 100%發揮，增加 Covid-19 的預防及治療成效。 

        (2)每達新台幣 20 萬元，可冠名捐獻一座移動式篩檢接種站。 

決  議：地區總監當選人 Wood 個人認捐 20 萬元、社長當選人 Benson 個人認捐 20 萬元、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友於七月份例會時募款認捐20萬元。共捐贈三座移動式篩檢接種站。 

第三案：全球獎助金計畫-成立馬來西亞沙巴華人中學「台馬青創烘焙坊」計畫。請討論。 

說  明：讓教育與產業經濟培植深耕兩國，總預算約新台幣 200 萬元，向 RI、3490 地區申請補

助約 160 萬元，本社、二分區友社約 60 萬元(約 21 顆保羅哈里斯指定配合)。 

決  議：通過。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6 月 11 日(星期五)中午 12:30 

二、地點：Google 線上理事會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了減少群聚感染是否要繼續休會。請討論。 

決  議：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取消 6 月 19 日、6 月 26 日兩次例會。 

第三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五、六月份例會無法正常舉行，是否退還每位社友第四期常年社

費、分攤捐款，合計 591,30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因為下屆(第 35 屆)有申請全球獎助金，原訂要提供給地區扶輪公益網使用的帳戶，是

否改提供板橋東區愛心基金會的帳戶給扶輪公益網使用，並且將板東愛心基金會的結

餘 40 元，轉入歷屆結餘。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是否提撥經費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社。請討論。 

決  議：原訂提撥年度經費五萬元，考量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社收支尚有結餘，且受疫情影

響活動也停辦，因此本屆決議不提撥經費。 

六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6 月 25 日(星期五)12:30 

二、地點：Line 線上理事會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前社長薛松茂因個人生涯規劃提出退社申請。請討論。 

決  議：全力慰留 

2020-2021 年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31 屆地區年會 

  一、時間：6月 30 日(星期三)早上 10:00 於 YouTube 線上播出 

二、YouTube 連結：https://reurl.cc/Nr4X29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社長暨職員聯合線上就職典禮 

一、日期：7 月 4日(星期日)09:30 上線報到、10:00 線上會議開始、11:15 會議結束 

二、地點：zoom 會議室 

三、上線： 

Zoom 會議室：https://reurl.cc/MAX8mW (https://reurl.cc/MAX8mW) 

ID：5473668865 

密碼：rid349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08 日 第 177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ecor、Frank、Jimmy、 

Kay、Kenny、Oki、Taylo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08 日 第 177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43,200 

Benson 1,000 Justice 4,000 

Coach 1,000 Master 1,000 

Davie 3,000 Roberta 2,000 

First 2,000 Stone 2,000 

George 9,000 Tetsu 2,000 

Hero 2,500 Trading 2,000 

Jason 200 Wood 2,000 

小計：    $33,700 總計：    $1,276,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19,500 

Bright 5,200 Jack 7,700 

Dental 5,200 Junior 5,200 

Decor 5,200 Stone 5,200 

小計：    $33,700 總計：   $1,153,200 

 

例會預告 

七月三日-第 1779 次例會， 

  視訊會議 13:00 開始-14:00 結束。 

 

例會內容 

五月十五日-第 1772 次例會， 
  因新冠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五月二十二日-第 1773 次例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五月二十九日-第 1774 次例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六月五日-第 1775 次例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六月十二日-第 1776 次例會， 

端午節假期，休會乙次。 
六月十九日-第 1777 次例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六月二十六日-第 1778 次例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6 月 29 日)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76,900 
Aero 1,000 Jey 2,000 
Al 4,000 Jimmy 2,000 
Benson 4,000 Just 2,000 
Coach 2,000 Kay 2,000 
Decor 2,000 Leo 2,000 
First 2,000 Oki 7,000 
Frank 2,000 Smile 2,000 
Fuku 2,000 Sun-Rise 2,000 
Hero 2,000 Tiger 4,000 
Jason 2,000 Wood 2,000 
小計：    $50,000 總計：    $1,326,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53,200 
Tetsu 5,200 Fuku 5,200 
Coach 10,400 Jimmy 5,200 
Just 10,400 Justice 5,200 
Otoko 10,400 Kay 5,200 
Aero 5,200 Kenny 5,200 
Al 5,200 Master 7,700 
Alan 5,200 Oki 5,200 
Benson 11,300 Sun-Rise 5,200 
Cathay 7,700 Tiger 5,200 
Davie 5,200 Will 5,200 
Eric 7,700 Wood 5,200 
Farnk 5,200   
小計：    $148,800 總計：   $1,30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