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03 日  第 1779 次例會 

 

 中午 12 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秘書

許 家 榮 S.Will 與 卸 任 社 長 吳 得 利

I.P.P.Polo、卸任秘書林振哲 P.P.Sky 蒞

臨社館合影留念。感恩 34 屆、傳承 35 屆，

板橋東區扶輪社生生不息、向前邁進。 

 

 

 

 

 

 

 

 

 下午 1 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

會，舉行 Line 線上會議。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地區總監 黃文龍 D.G.Wood、傑勛設

計工程公司負責人王斯靖先生 Barcode

參與本社例會。 

祝福社友 Jey 夫人、P.P.Sun-Rise 夫人生

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快樂出航」。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社員人數 53 位 

，目前上線參與例會人員 34 位。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地區聯合就職典禮，謹訂於 7月 4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使用 Zoom 視 

訊會議，敬請登記報名社友準時出 

席，並請穿著西裝、領帶上線。 

(2)、下週六 7月 10 日，第 1780 次例會 

為線上社務行政會議，屆時敬請全 

體社友撥冗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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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友劉孟賜(Bright)尊翁劉順統 

老先生告別式，謹訂於 7 月 15 日 

(星期四)下午 2時假新北市板橋 

殯儀館明倫廳舉行。 

     因適逢疫情期間不開放公祭，奠 

儀部份統一由社內代墊支付。 

(4)、七-九月份社費繳款通知單，將私 

line 給各位社友，敬請各位社友 

     儘速繳納以利社務運作。 

(5)、本年度欲捐贈保羅哈理斯、永久 

基金者，請告知余 s。 

    (每顆繳納台幣三萬元，多退少補) 

(6)、年度欲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 

請告知余 s。  

     (每單位繳納台幣一萬元) 

(7)、社內有承諾捐贈乙座贈移動式篩 

檢接種站，所需費用為二十萬元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認捐。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線上歡喜

紅箱時間。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主持視訊會議，

再次提醒大家… 

(1)、敬請與會者需提前上線/測試音 

訊設備及熟悉會議流程。 

(2)、為使會議順利進行，請關閉個人 

麥克風，如需發言才開啟麥克 

風，以免大家聲音互相干擾。 

(3)、鼓勵使用電腦+有線網路及耳麥設 

備上線，以取得最佳會議環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贊助摸彩品 10 瓶

獺祭清酒，感謝大家上線出席、感謝上

線支持、板東不能沒有你們。 

社長徐明偉 P.Benson、秘書許家榮 Will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現場抽出 10 

位得獎者： 

(1).P.P.Hero    (2).P.P.Jack 

(3).Jey         (4).Junior 

(5).Kay         (6).P.P.Lobo 

(7).P.P.Master  (8).Mars 

(9).Tiger       (10).Will 

 

 

 

 

 

 

 

 

 

 下午 2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

閉會。  

姊妹社-馬來西亞 3300 地區 P.D.G.Khen 祝賀文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地區總監黃文龍 DG WOOD,恭喜 DG WOOD,有恒心有毅力 

成功了，當選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總監同時就職典禮圓滿成功，馬來西亞安邦扶輪社引已為傲。  

DG WOOD 曾擔任過國際同濟會北二區會長，也擔任國際獅子會總監，現在成為國際扶輪 3490 地 

區總監，使人生目標更上一層樓，您不斷學習與進步的精神是後輩們的榜樣。  

我祝願 DG WOOD 身心愉快，安康，希望有機會可以和您一起參與合作更大的服務項目。  

最後，我再次恭賀 DG WOOD 於 2021-2022 年度蓬勃發展，一起為世界服務。 
 

邱武權 

國際扶輪 3300 地區前總監 

馬來西亞安邦扶輪社 敬上 



 

 

姊妹社-日本 2560 地區高田東扶輪社祝賀文 

高田東ロータリークラブ会長 三原田 貞雄 

 

親愛なる姉妹クラブ板橋東区ロータリークラブ会員の皆様こ 

のたびは黄文龍ガバナーご就任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高田東 
ロータリークラブ会員一同衷心より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 

顧みますれば、1992 年貴クラブとの姉妹クラブ締結以来、早 
30 年の歳月がた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台湾と同じように日本でも全世界で猛威を振るっている COVID-19の収束のめどがたっ 

ていません。わが国の国民も早く収束することを願いつつ自粛をよぎなくされています。 

   昨年度の台北での国際大会にて皆様とお会いす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したが 

COVID-19の影響で叶い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貴クラブと当クラブの友情は COVID-19が猛 
威を振るおうとも変わりません。来年の貴クラブ 35 周年式典には、貴クラブを訪問し、今

まで以上に交流を深めることが出来る事を祈念しております。 

末筆ではございますが、黄文龍ガバナーのご活躍と、板橋東区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のます 

ますのご繁栄と会員および、ご家族のご健勝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お祝いのことばといたしま
す。 
 

姊妹社-馬來西亞 3300 地區 AMPANG 扶輪社祝賀文 

國際扶輪 3490 臺灣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 Benson 與社友們， 

大家好!   

我,社長黃智權代表國際扶輪 3300 馬來西亞安邦扶輪社全體成員誠 

心祝賀姐妹社板橋東區扶輪社，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地區

總監黃文龍 DG WOOD 就職典禮圓滿成功， 並感謝貴社一直以來在社區服

務上的無私奉獻。 

隨著全球大流行繼續困擾著全世界， 我社受到 COVID-19 新冠疫情 

的影響不能親臨臺灣給與祝賀，我期待新冠疫情結束，可以再和你們相聚。 

安邦扶輪社引已為傲的姐妹社，因為有您們，我們更有信心也更加勇敢的接受更大的服務 

項目。您們如今的成就，讓我們以身為扶輪社一員而自豪。 

最後祝願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地區總監黃文龍 DG WOOD 和貴社蓬勃發展， 

一起為世界服務。 

以服務改善人生， 我們不僅改善了他人的人生；我們也改善了自己的人生。  

 

黃智權 

社長  

安邦扶輪社社長 敬上



本週節目 

七月十日 

第 1780 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下週節目 

七月十七日 

第 1781 次例會 

主講者：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講  題：全球獎助金- 

馬來西亞沙巴華人中學 

「台馬青創烘焙坊」計畫。 

 

敬祝 生日快樂! 
邱明政前社長(22.07.13) 

林聖家社友(77.07.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楊耀程社友(79.07.14)31 年 

 

 

悼 

社友劉孟賜(Bright)尊翁劉順統老先生， 

慟於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7時 18 分壽終正寢，享年 85 歲， 

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 

時間：7月 15 日(星期四)14:00 家祭 

地點：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明倫廳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03 日 第 177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Davie、Decor、 

Eric、Kenny、Roberta、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03 日 第 177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0 

Alan 2,000 Life 2,000 

Benson 12,000 Lobo 3,000 

Cathay 2,000 Master 2,000 

Dental 2,000 Otoko 2,000 

ENT 1,000 Polo 2,000 

George 5,000 Sky 2,000 

Hero 3,000 Smile 2,000 

James 3,000 Stock 3,000 

Jason 3,000 Stone 1,000 

Jey 1,000 Taylor 3,000 

Jimmy 3,000 Tiger 2,000 

Junior 2,000 Trading 5,000 

Kay 2,000 Will 2,000 

Land 2,000 Wood 6,000 

小計：    $80,000 總計：       $8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0 

Benson 18,950   

小計：    $18,950 總計：      $18,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