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 會 記 要
3 月 26 日






第 1817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恭喜前社長劉炳宏 P.P.Hero 喜獲孫女!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 簡婉軒小
姐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P.P.Oki、P.P.Otoko、P.P.Lobo
夫人、Taylor 夫人、P.P.Hero 夫人，生日
快樂!
敬祝秘書 Will 結婚 22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三暝三日」
、
「何日君再來」
。
代理出席許家榮 Will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恭喜 P.P.Smile 喜獲金孫，準備油飯、




桂圓糕分享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 36 屆第二次籌
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參
與會議。
(3). 四月二日(星期六)第 1818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休會乙次。
(4). 社長當選人 吳晉福 Dental，謹訂 3
月 27 日(星期日)18:00 假板橋銀鳳
樓餐廳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務必撥冗出席並
套量 POLO 衫。
(5). 單車環島勇士慶功晚宴，謹訂於 3 月
28 日(星期一)18:00 假新莊典華舉
行。*社內需要 10 位出席。
(6). 社內目前在編製第 35 屆授證特刊，
欲更換全家福照片之社友，敬請於 4
月 15 日前提供 Jpg 照片檔給余 s。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國立清華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簡婉軒小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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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基於小組調製的注意力 LSTM 並使用
生理同步表示方法來識別小組互動中的
群體歸屬感和滿意度」。







社長徐明偉 P.Benson、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主委郭昭揚 P.P.James，代表本社致贈
小社旗予簡婉軒同學，我們期盼這筆獎
學金能她專注學業，為台灣孕育未來的
菁英與領導人才。

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主持社務討論
會…
(1) 向大家報告第 32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
論會議案內容，屆時將送交四月份理
事會決議。
(2) 例會中午用餐方式，經多方建議目前
採取自助餐模式為佳。
(3) 會議室投影機使用不便之處，社內會
向勝輝建設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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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S及巨額基金捐獻人
表彰晚宴
時間：4月23日(星期六)
地點：大直典華5樓
程序：16:00註冊、聯誼
16:30拍照留念
17:00會議開始
18:30晚宴開始
參加：黃文龍D.G.Wood伉儷
徐明偉P.Benson伉儷
郭道明P.D.G.Trading伉儷
郭昭揚P.P.James伉儷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32 屆地區年會議程
日期：111年4月24日(星期日)
地點：大直典華6樓
程序：
議
程
報
到
開
幕

開始 結束
時間 時間

內容

人員

08:00 08:45 註冊聯誼時間 / 迎賓樂團:林口社

註冊報到組:土城山櫻社

08:45 09:00 開場秀:鼓動扶輪

丹鳳中學鼓隊

(1) 獅陣引領進場
(2) 旗隊進場:中華民國、印度、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國際扶輪旗、地區
扶輪旗、年度主題旗
進
(3) 地區團隊伉儷進場:
09:00 09:55
場
總監、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總監提名指定人
地區年會主委、地區秘書、地區財務、地區辦公室主任暨副主任、地區公關長暨副
公關長、地區策略長、副訓練師、地區刊物總編輯、地區年會執行長暨地區年會工
作團隊

開
幕
式

來
年
扶
輪
領
導
人

閉
幕
式
議
程

(4) 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扶輪社長、各扶青社社長伉儷進場 (花蓮分
區、宜蘭分區、基隆分區、新北市各分區、各扶青社)
(5) 地區年度活動主委:WCS、倡議根除小兒麻痺單車環島主委、地區高爾夫球主委、寶
眷委員會主委、RFE 主委、地區扶輪公益網主委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RYLA 主委、成年禮主委、扶青社主委、扶青社地區代
表、扶少團主委、NGSE 主委、RYE 主委
(6) 總監社社旗、社長暨全體社友寶眷
09:55 09:56 鳴鐘開會
地區總監 DG Wood
09:56 10:06 扶輪歌頌 (中華民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介紹蒞會貴賓及國外地區: 韓國(姐妹地區) 日
10:06 10:17
地區秘書 DS Alex
本、馬來西亞(總監社姐妹社)
10:17 10:22 年會主委致歡迎詞
地區年會主委 PP Stock
10:22 10:27 地區總監致歡迎詞
地區總監 DG Wood
10:27 10:35 貴賓致詞(一)
PRIP Gary
10:35 10:40 貴賓致詞(二)
台灣扶輪總會理事長 PDG Color
10:40 10:45 貴賓致詞(三)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董事長 PDG Tony
10:45 10:48 頒發 RI 超我服務獎
PRIP Gary
10:48 10:51 總監社社長致詞
板橋東區社 社長 P Benson
10:51 10:57 頒發地區超我服務獎 10 位
地區總監 DG Wood
10:57 11:09 11 位各地區總監進場、上台、大合照、代表致詞
11:09 11:15 區務報告
地區總監 DG Wood
11:15 11:20 提案決議報告
DRFC Beadhouse
11:20 12:00 頒獎(一)
新北市第一、二、三、四分區
12:00 13:15 午餐時間 (3F、5F)
膳食組：PP Larry
13:15 13:25 樂團演奏
介紹 2022-2023 年度總監當選人
地區總監 DG Wood
2022-2023 年度總監當選人致詞
總監當選人 IDG Paul
介紹 2023-2024 年度總監提名人
地區總監 DG Wood
13:25 13:45 2023-2024 年度總監提名人致詞
總監提名人 DGN Ethan
介紹 2024-2025 年度總監提名指定人
地區總監 DG Wood
2024-2025 年度總監提名指定人致詞
13:45 14:30 專題演講: 陳時中 部長
14:30 15:10 頒獎(二) / 摸彩
15:10 15:25 Tea time
15:25 15:35 新扶輪家庭介紹
15:35 16:15 頒獎(三) / 摸彩
16:15 16:25 介紹 世界年會
16:25 17:05 頒獎(四) / 摸彩
17:05 17:15 RYE Outbound 學生授旗
17:15 17:20 閉幕致謝詞
17:20 17:40 地區年會邀約
17:40 17:40 鳴鐘閉會
開始 結束
內容
時間 時間
17:40 17:50 前往晚宴地點 (3F、5F)

晚
17:50 19:10 餐敘聯誼
宴
19:10 19:20 返回年會會場 (6F)
總
(1)開場秀
監
19:20 21:00 (2)總監家庭介紹
之
(3)節目表演/摸彩
夜

總監提名指定人 DGND JSC
節目介紹人:PP Master
新北市第五、六、七、八分區
膳食組:PP Larry
CP Roger
新北市第九、十、十一及基隆分區
前總監 PDG Polish
宜蘭第一、二及花蓮第一、二分區
RYE 主委:PP Jason
地區總監 DG Wood
總監當選人 IDG Paul
地區總監 DG Wood
人員

本週節目

例會報告事項

四月九日
第 1819 次例會
【地區扶輪公益網來訪】
節目介紹人：莊金盤 P.N.Davie
主

講

者：祥同中醫診所
院長 蕭喨綺女士

講

題：輕鬆減脂護健康

下週節目
四月十六日
第 182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洪敏捷 P.P.ENT
主
講

講

者：蝴蝶夫人 蕭麗娜小姐
題：從蝴蝶生態到蝴蝶文創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5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6 日 第 1817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名
補 出 席：
7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ecor、Frank、Jimmy、Kenny、Otoko、
Oki、Stone、Taylor、Tetsu、Tiger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6 日
第 1817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14,200
Hero
2,000 Will
2,000
小計：
$4,000 總計：
$1,018,200
分攤捐款
Lobo
小計：

承上期： $1,292,100
7,700
$7,700 總計：
$1,299,800

2022-2023 年度(第 36 屆)
第二次理事籌會議記錄
一、時間：3 月 26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晉福
四、記錄：陳世君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
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
張富逸、郭昭揚、陳世君、
翁仁禮、林振哲、李榮鏗、
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2022-2023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22-2023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五屆、第三十六屆交接典禮
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七月三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
行。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二
日遊，謹訂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
六)-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舉行。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
念品。請討論。
說 明：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決 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