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5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五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中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六屆(2022-2023 年

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當然理事(社長、

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將再產生八位理事，同

時於選舉後，馬上召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例 會 記 要 

12 月 04 日  第 1801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新北卓越扶輪社秘書黃淨珠 Apple、

新北金荷扶輪社社長當選人陳靜如

P.E.Nina、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先生、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新北市

家扶中心主委/圓夢計劃顧問陳雪鳳女士、

新北市家扶中心督導黃詩文女士、新北市

家扶中心孩童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蘇明

衛、張凱富、張芸瑄、曾雯琦、周雯琳、

陳岳豪、翁子姷、郭雨欣、蘇亞征、李浩

廷、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Smile，生日快樂! 

敬祝 D.G.Wood，結婚 45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外婆的澎湖灣」、「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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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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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致贈全

體社友農民曆。 

(2). 下週六，12 月 11 日，第 1802 次例

會，為常年大會要投票選舉第 36 屆

理事當選人，屆時敬請全體社友踴

躍出席例會。 

(3).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

育學校學生 375 份聖誕禮物，謹訂

於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下 14:00 假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舉行。 

*敬邀社友寶眷一同參與活動。 

(4). 扶輪公益網-聖誕環保挖寶趣二手物

資跳蚤市場，謹訂於 12 月 25 日(星

期六)下午 14:00 假新北市政府市民

廣場舉行。歡迎各位社友提供義賣

物資或前往現場參與。 

(5). WCS-台馬青創烘焙計劃頒獎典禮暨

黎明技術學院尾牙，謹訂於 1月 16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黎明技術學

院籃球館舉行。 

*為統計用餐人數，敬請社友儘速登

記報名。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

時間。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致詞：

家扶中心的孩子，因為有您們的協助與

付出，家扶中心的孩子才能夠順利成

長，我也相信這些孩子也能把這些愛發

揚光大。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圓夢計劃顧問陳

雪鳳女士致詞：真的很感謝板橋東區扶

輪社對新北市家扶中心的支持與鼓勵，

為孩童準備聖誕禮物也邁入第十五年，

這份長期的堅持與關懷讓我們受益良

多、倍感溫馨。 

 圓夢計劃執行長熊觀明先生致詞：因為

工作關係，我待在海外的時間較多，因

此我離開了台中大屯扶輪社將社費拿來

做更多的公益活動。但為了參與一年一

度捐贈孩童聖誕禮物的活動，我一定會

趕來板橋東區扶輪社共襄盛舉。我也再

度邀請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友寶眷十二月

二十二日共同到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我

們一同親手將這份愛的禮物傳遞予孩

童，讓孩童能有個溫馨又歡樂的聖誕

節。 

 社長徐明偉 P.Benson、社區主委賴建男

P.P.Otoko 代表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133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新北

市家扶中心主委陳雪鳳女士代表回贈感

謝狀予板橋東區扶輪社。感謝板橋東區

扶輪社，這幾年來都擔任聖誕老公公的

角色，讓家扶中心的孩童，感受到社會

大眾的溫情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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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 年度- 

地區獎助金管理研討會 
時間：12 月 12 日(星期日) 

09:00 報到、聯誼 

09:30 鳴鐘開會 

17:30 晚宴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宜蘭縣鄉健康路 77 號) 

參加：P.Benson、S.Will、P.E.Dental 

 

社區服務- 

捐贈桃園特殊學校學生

375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三)14:0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133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4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 15 年來，我們共累積捐贈了 7,263 份聖誕禮物給弱勢家庭孩童，我們努力帶動、投入、

關懷弱勢家庭孩童，我們知道我們無法扭轉各位小朋友的家庭但我們希望能為孩童帶來夢

想與希望，讓孩童在成長的過程中知道，這社會是有股溫暖、互助、和善的力量在圍繞著

孩童，我們堅信這股良性的力量可以一直源源不絕的傳遞下去。 

 

                                                          

 

 

 

 

 

 

 

社長 Benson、社區主委 P.P.Otoko 代表本社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133 份禮物(圖書禮券) 

 

 

 

 

 

 

 

 

 

 

 

 

 

 

全體合影留念 

 

扶輪公益網-聖誕環保挖寶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9: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一日 

第 1802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6 屆(2022-2023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36屆(2022-2023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八日 

第 1803 次例會 

適逢全國性公民投票，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 180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地點：勝輝建設都匯中心-14 樓會議室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 號) 

程序： 

12:00 R 樓餐廳-用餐 

13:00 14 樓會議室-例會開始 

14:00 例會結束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45 年 

黃健豪社友(96.12.13)14 年 

莊金盤社友(81.12.20)2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04 日 第 180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avie、Decor、Frank、Jimmy、Kay、

Kenny、Leo、Oki、Stone、Tetsu、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04 日 第 180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33,000 

Al 1,000 Land 1,000 

Benson 5,000 Mars 1,000 

Cathay 1,000 Otoko 1,000 

Dental 2,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mile 3,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2,000 Trading 2,000 

Jason 1,000 Will 1,000 

Junior 1,000 Wood 4,000 

小計：    $30,000 總計：      $663,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54,700 

Just 7,700 Tea 7,700 

小計：     $15,400 總計：      $77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