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30 日  第 1796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主委翁仁禮 Leo： 

歡迎 D3490地區扶輪公益網執行秘書翁藍翎小

姐、新北市小英之友會辦公室副主任黃冠霖先

生、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司工務班長劉彦廷先

生、工務班長鍾志明先生、工務班長傅翔鴻先

生、小林髮廊設計師李芝穎小姐、設計師何秋

樺小姐、羅致政國會辦公室助理蔡怡婷小姐、

羅致政立法委員服務處助理林素珠小姐、廣信

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洪才輝先生、查帳

員林宜君小姐、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許文玲小姐、封邊組高級技術人員陳欣

暉先生、出貨組組長馬鳳君小姐、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Shige、P.P.Fuku 生日快樂! 

敬祝 P.P.Sun-Rise 結婚 48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堅持」、「流浪到淡水」。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月份臨時理事會，

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六第 1797 次例會，延至 11 月 7 日

(星期日)上午 8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新

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活動位置改在立體停車場二樓。 

*社內會準備早餐，敬請參加人員穿著總

監 Wood 致贈之運動服、社長 Benson 致

贈之外套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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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用餐時間改為 12:30，請大家自行

前往吉哆火鍋百匯會合。 

(3). 前社長劉炳宏(P.P.Hero)尊翁劉順

善老先生告別式，謹訂於 11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時假新北市立板

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公祭。 

*不收奠儀，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

儷撥冗出席。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職業服務-表揚十四位優良員工，由社長

徐明偉 P.Benson、職業服務主委江基清

P.P.Al，代表本社頒發表揚狀及致贈禮

金、紀念品，表彰各位優良員工在其工

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員

工創造雙贏局面。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 第 179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Coach、Davie、Decor、

Frank、Jimmy、Kay、Kenny、Oki、

Stone、Tetsu、Tiger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07 日 第 179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Frank、Kay、Kenny、Oki、

Stone、Tetsu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20 

二、 地點：社館 

三、 主席：徐明偉                                                     

四、 記錄：許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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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健豪、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前社長薛松茂先生因個人生涯規劃提出退社申請。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110年7月1日止。 

        任聘前社長薛松茂先生為板橋東區扶輪社榮譽社友，任期為中華民國110年7月1日至 

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止。 

第二案：有關社館需要設置消防灑水設施乙事。請討論。 

決  議：尋找合法新的辦公例會場所，也授權社長參與社館消防設施討論會，於下次理事會 

回報討論內容。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30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社長 Benson、職業服務主委 P.P.Al 代表本社頒發表揚狀、禮金予各位優良員工 

 

 

 

 

 

 

 

 

 

 

全體合影留念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日)08:00 報到                            地點：中和烘爐地 

 

 

 

 

 

 

 

 

合影留念 

 

 

 

 

 

 

 

 

登 兑山健行 換紀念品(防疫酒精、手機扣環)                社長 Benson 致詞 

 

 

 

 

 

 
 

 

 

 

 

 

 

 

 

 

 

 

熱鬧趣味的摸彩活動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1~2022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10年10月15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二、地點：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5位、列席：2位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陳福源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黃木發 

五、主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P. Benson、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王彥鈞P. Ian 

記錄：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許家榮S. Will、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溫仁豪S. Eric 

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P. Benson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P. Benson致詞：大會共同主席Ian、A.G. Gas、D.V.S. 

H.D.，還有各位社長以及各位秘書，大家好！上次的社秘會大家喝得很開心，我都不曉得是

怎麼回到家的，這次希望也能夠一樣開心。畢竟社秘會不算是檯面上的活動，現在幾乎也等

於是解封了，希望能夠多點歡樂。接下來有一些議題，待會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二>主辦社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王彥鈞P. Ian致詞：Benson社長把我想說的話都說完了，希望今

天大家吃得爽、喝得開心，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A.G. Gas致詞：我們的二位主席-東區社社長Benson、群英社社長

Ian，地區副秘書H.D.以及所有的社長秘書，下午好！今天非常開心看到大家，我們的團隊在今

年來說，真的是很少見面。我記得我們那屆社秘會的時候，每次都唱卡拉OK，還記得在第三

次開會時喝最多，總共喝到14瓶。當時板北P.P. City拿了一箱Salute來喝不夠，總監又再

供應2瓶Blue Label，就像剛剛Benson社長所說，不知道是怎麼回家的。 

那天我陪我們那屆助理總監Elevator一起散步回家，結果他走到民生公園時就說：「不行，

我要倒了。」，只好讓他先靠邊休息一下，打電話請他夫人來接時，夫人說叫他自己坐計程

車回去就好。但一來擔心他在車上睡著後，司機沒辦法扛他進家裡，二來也怕會吐在車上，

只好再拜託他夫人來接。所以大家盡量喝，但不要喝得太多太醉，自己酙酌就好不強求。 

我們的聯合登山活動鼓勵社友寶眷來參加，另外，11月11日的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為了

鼓勵大家踴躍參加，我特地設了一個獎項-參加人數最多的前三社有獎。拜託社長回去一定

要鼓勵大家盡量參與，而且打球對身體也非常棒。講講我的親身經歷，我以前在銀行上班體

力也不好，後來銀行民營化之後就開始當逃兵，每天都在練，像轉大人一樣練到胸腔痛，曾

經打得很好，但後來比較少練之後就一直退步，所以大家真的要常運動。高爾夫球是非常老

少咸宜的活動，我在林口高爾夫球場也有看到一百多歲的在打，高爾夫真的很有趣，有時你

想要認真打偏偏打不好，輕鬆打的時候反而打得很好。 

所以拜託社長回去鼓勵一下，像我們社目前統計出來應該有超過20位會參加，只要有call，

大家就會踴躍參與，社團就是這樣一回事，謝謝大家。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黃木發D.V.S. H.D.致詞：大會二位主席-東區社社長Benson和群英社社

長Ian、助理總監A.G. Gas， 還有各位社長各位秘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第二分區的

社長秘書聯誼會，有聯誼才有友誼，大家聯誼才會認識。很高興二位社長今天邀請大家來這

邊相聚，大家都要嗨一點，以上報告，謝謝。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1~2022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111年

1月7日(星期五)假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舉行：16:30報到

/17:00開會/ 18:00餐敘。 

說  明：由板橋南區扶輪社及板橋中區扶輪社二社主辦，並邀請下屆人員列席。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1.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官彥均P. I-Guard：二位主持人、A.G.、D.V.S.，還有各位社長秘書同

學，大家晚安！我這邊有二個臨時動議： 

一、八社聯合捐血活動 

決議：同意舉辦。此活動交由板橋南區社主辦籌劃，邀請各社共襄盛舉，時間地點等詳細內

容待擬定後公告。 

二、農田水利署稻田彩繪計畫 

決議：此案將於社長Line群組內先行討論，詳細計劃內容請各社社長參考板橋南區社社長提

供之計劃書。 

十一、活動報告： 

1. 板橋群英社扶輪社長王彥鈞P. Ian： 

11月7日在烘爐地的登山活動，在搭帳蓬這部份花了我們很多的成本，請大家一定要盡量來參

加。謝謝在座每一位都貢獻了很多禮品，目前有79份禮物，我們每位社長也很辛苦，都有貢

獻，所以一定要用力的拿。此外還有很多的口罩、礦泉水、手機扣和防疫酒精瓶，請大家盡

量號召社友一起來參加，讓我們A.G. Gas有面子！ 

2.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P. Benson： 

這次登山活動是由我們社和板北Life社長一起主辦，我們兩社有上去看過場地，之所以選擇

搭帳蓬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在室內辦理，只能在外面的露天停車場舉辦，因此必須搭帳

蓬，但又不是全部都搭起來，我們只搭了八頂，讓每個社都有一頂，希望大家可以稍微遮陽

避雨躲一下。 

另外，以往礦泉水會花費較多，這次有請我們的立委社友及議員社友來贊助捐贈，不是為了

打廣告，而是因為他們也是社友我們才拿，不會去拿其他非扶輪社友的來使用。 

此外，他們也大方捐贈了一些禮品，像P.P. Master也送了2瓶藍牌，這是他額外拿出來的，

非常感謝他。後續也請大家多多益善，以往大約都有600人左右參加，79份摸彩品其實滿少的，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參加人數可能不會那麼多。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中午我們不會在那邊吃飯，預計11:30活動就會結束，結束後就各自帶開，

以我們社來講就是自己找一個餐廳用餐，這就是要自己社裡決定，沒有強迫大家一定要吃飯，

畢竟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些活動沒辦法安排，這是之前跟Life社長一起討論決議出來的，在這

邊跟大家報告一下，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參與，謝謝。 

3.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集達P. Life： 

我們看了場地後，算了算每個社大概會有四個停車格大小的位置，那邊還有一個舞台，舞台

中間有個類似走道的地方，大家可以在上面做伸展操或是拍照。我們還會準備8個大的塑膠

桶，熱的時候可以把礦泉水放在裡面，我們會準備大冰塊，要喝的就進去撈，也可以讓小朋

友開心，11月7號那時應該還不太冷，我們會再看狀況。 

帶動唱大概會選三首歌，會請我們辦公室的帥哥美女團來帶領，給他們一些車馬費，比之前

的老師便宜一點。我們預計在11點前把活動結束，讓各社自己帶開，我們社是準備餐盒，就

不再拉去餐廳，這是我們社的決定，給大家做個參考。我和Benson社長也會在登山口發放紀

念品，我們募到了300個手機扣和300個防疫酒精瓶，總共600份的小禮物會在當天發給大家。 

4.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A.G. Gas： 

先謝謝所有的社長，在光棍節那天的高爾夫球賽都贊助了一萬元，我也請我們班長多捐了一

萬，因為想辦好一點也需要較多經費，所以我自己本人捐三萬，地區副秘書捐二萬，謝謝大

家。 

我特別設立了一個獎項，因為有八社，就取前三名，希望每社報名越多越好。當天獎項非常

豐富，考量到買用具可能會被多賺一手，有時拿到的也不一定適合，所以獎品和摸彩品將一

律以現金為主，拜託社長多多鼓勵社友參加。 

當天中午也準備了水果，點心的內容形式還在討論中，先讓大家了解一下，也謝謝大家的贊



 

助。 

5. 感謝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I-Guard分享與會人員蛋糕為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Mercury慶祝 

生日暨結婚27週年。 

十二、請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王彥鈞P.Ian宣佈散會。 

2021-2022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780,000.】 

黃文龍 NT$350,000. 

郭道明 NT$200,000. 

徐明偉 NT$10,000. 

何文章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葉進一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羅國龍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蕭慶安 NT$10,000. 

林燕妮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2021-2022聯合反毒暨消除C肝公益路跑活動 

一、時間：11月27日(星期六)06:00寄物開始、06:40集合、07:30開跑、10:30頒獎 

二、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 

三、組別： 

活力健康組5K組-黃文龍D.G.WOOD、簡家秀、徐明偉P.BENSON、林燕妮、李榮鏗P.P.SMILE 

黃家禎、黃俊哲TETSU。 

奔放自我組10K組-吳晉福P.E.DENTAL、黃慧齡。 

 

社區服務-溪州國小單親家庭課後輔導計畫捐贈儀式 

時間：10 月 29 日(五)10:00    

地點：板橋區溪州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 289 號) 

溪洲國小部份家庭屬於單親教養又家庭經濟收入不足，但又不符合教育部弱勢標準而無法學 

雜費減免與領取補助，為減少這些高風險家庭學童放學後無家長陪伴產生不安隱憂，學校安 

排學童進行安親服務，讓這些孩童放學後能夠有人陪伴輔導，讓學童能夠安心向學、快樂成長。 

 

 

 

 

 

 

 

由社區主委 P.P.Otoko 代表本社頒發獎學金予學生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三日 

第 17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葉進一 P.P.First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 

醫學研究部主任邱彦霖先生 
講      題：細胞治療的新進展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日 

第 1799 次例會 

【秋季旅遊-台中麗寶福容飯店二日遊】 

時間：11 月 20 日(星期六)-21 日(星期日) 

行程： 

【11 月 20 日(星期六)】 

07:30 第一站：板橋四川路社館集合 

08:00 第二站：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 

10:40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12:50 午餐-吉祥樓 

15:00 中社花海 

17:00 麗寶福容飯店 Check in 

18:30 飯店晚餐 

【11 月 21 日(星期日)】 

10:00 麗寶樂園探索世界、午餐 

14:30 離開麗寶樂園 

15:30 歇心亭-客家體驗 

18:00 晚餐-桃群餐廳 

20:30 返回板橋 
 

節目預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 180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羅致政前社長(53.11.17) 

翁仁禮社友(71.11.20) 

陳嘉偉社友(42.11.25)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65.11.23)45 年 

張正鳴前社長(74.11.24)36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9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8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第 179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10,800 

Al 3,000 Master 2,000 

Barcode 1,000 Shige 2,000 

Benson 4,000 Sky 4,000 

Cathay 1,000 Smile 2,000 

Dental 1,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Taylor 4,000 

Jason 1,000 Trading 2,000 

Junior 1,000 Will 3,000 

Mars 3,000   

小計：    $37,000 總計：     $547,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33,650 

Aero 7,700 Shige 7,700 

Benson 18,950 Sky 7,700 

George 7,700 Taylor 10,200 

Junior 7,700 Trading 7,700 

Mars 7,700   

小計：     $83,050 總計：      $616,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