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本社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21-2022 年度【2000 萬】功勞社 

 

例 會 記 要 

1 月 15 日  第 1807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張正鳴 P.P.Jason： 

祝福壽星 I.P.P.Polo、秘書 Will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P.P.Master、Jimmy，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恭喜 P.P.Just 長孫滿月並致贈與會

社友油飯。 

(2). 1 月 22 日(星期日)第 1808 次例

會，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陽

明海運公司董事 陳志立先生，專題

演講「一位航海學者的產業之旅」，

地點假勝輝建設都匯中心舉行。 

*屆時 P.P. MASTER 有準備春聯、

P.P.OKI 有準備巧克力要致贈全體

社友，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例

會。 

(3).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

線、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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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服務-送年菜予弱勢家庭，謹

訂於 1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假新北市家扶中心(新北市板橋區

忠孝路 214 號)舉行。 

(5). 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謹訂於 3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7:10 假新北

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舉行。

*本社為主辦社之一，敬請社友寶眷

踴躍組隊報名參賽。 

(6). 地區總監高爾夫球賽謹訂於3月14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假台北高爾

夫球場舉行，敬請社友寶眷踴躍登

記報名參加，報名費每位 500 元。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一月份線上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4:30 

二、地點：第 35 屆理事 Line 群組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有關辦公室、例會地點搬遷乙事， 

經過多次研議討論，是否採取記名 

投票給全體社友做最後決定。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移動例會-吉哆火鍋百匯剪影 
時間：1月 15 日(星期六)12:00 

地點：社友 Jimmy 公司-吉哆火鍋百匯 

 

 

 

 

 

 

 

 

社長 Benson 準備禮品恭賀 P.P.Just 長孫滿月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邀請對象：凡 3490 地區社友及社友眷屬(先生.夫人)皆可報名參加，如有報名頂替，經檢舉

查證屬實，其個人及所屬社之團體成績均失格。 

二、比賽時間：3 月 14 日(星期一)09:30 報到、10:20 報到截止、10:35 大合照、11:00 開球 

三、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寶順街 800 號) 

四、報名時間及方法： 

①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止 

②報名方式：請各社統一由執行者直接連結進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https://forms.gle/Jo7RVvWeKWKsaUDq7 

③報名費：每位新台幣 500 元整，報名同時繳交，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五、果嶺費：NT 2449 元（包含桿弟、球車等費用）。 



 

 

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 

一、活動宗旨：本活動宗旨主要係以鼓勵大家運動健身以及增進扶輪社友、親子及扶輪家庭間互

相聯誼與友誼互動為主，敬邀社友、社友寶眷屬踴躍參與，藉以提升親子和諧，扶輪社友與

家庭互動聯誼，以達到身心健康為目的。 

二、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四、主 辦 社：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

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 板橋群英、新北光暉社 

承 辦 社：板橋社、板橋群英社。 

五、比賽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報到時間：上午 7：10 報到。  

開幕式時間：上午 08：00。 比賽時間：09：00-16：30。 

六、比賽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工志清堂活動中心(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七、報名截止日：2022/01/28(星期五)截止。 

抽 籤 日期：2022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抽 籤 地點：板橋扶輪社社館-海山捷運站 3 號出口(土城區裕生路 21 巷 6 弄 37 號 B1)。 

八、報名資格：扶輪社友、尊寶眷屬及社友二代寶眷屬。 

九、報名方式：請傳真或 E-MAIL 至板橋扶輪社 

十、比賽資格：扶輪社友需於 2022 年 01 月 28 日之前，在 RI 有登錄完成的正式社員。 

全球獎助金-台馬青創烘焙計畫捐贈儀式 

時間：1月 16 日(星期日)中午 11:30 報到、12:00 活動開始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籃球館(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由助理總監陳福源(A.G.Gas)與第二分區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

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八扶輪社社長正式將美金 73,125 元(約台

幣 200 萬元)的計劃經費捐贈給馬來西亞亞庇建國中學建立青少年烘焙坊改善他們青少年的升

學與就業現況。 

此外，前總監郭道明(P.D.G.Trading)也以板橋東區扶輪社名義個人捐贈生成能量水生成器，

馬來西亞亞庇建國中學 10 台、黎明技術學院 1台，改善學生飲用水的品質並提升學生健康。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捐贈儀式大合照 

                                P.D.G.Trading 捐贈生成能量水生成器由 

黎明技術學院董事長許耀基先生代表接受。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二日 

第 180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P.P.Jason 

主講者：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陽明海運公司董事 陳志立先生 

講  題：一位航海學者的產業之旅 

地  點：勝輝建設都匯中心 

程  序：12:30 R 樓餐廳-用餐 

13:00 14 樓會議室-例會開始 

14:00 例會結束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九日 

第 1809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五日 

第 1810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十二日 

第 1811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1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銀鳳樓餐廳 

爐主：游伯湖、林忠慶、張宏陸、莊金盤 

洪敏捷、楊耀程、鄭德文、周正義 

王文霖、郭俊麟、張茂樹、黃俊哲 

許家榮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42.01.23) 

謝堂誠前社長夫人(40.01.24) 

莊金盤社友夫人(57.02.01) 

楊耀程社友夫人(52.02.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54.01.24)57 年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66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4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5 日  第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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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Kenny、Leo、Stone、

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5 日   第 1807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96,850 

Benson 18,950 Tiger 10,200 

George 7,700 Tea 7,700 

Justice 7,700 Coach 15,400 

Roberta 7,700 Otoko 20,400 

小計：     $95,750 總計：      $992,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