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5 月 14 日  第 1824 次例會 

 

 下午一時舉行 Zoom 視訊會議，社長徐明

偉 P.Benson 宣佈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新社友賀鴻冷氣興業有限公司負責

人蔡健從先生、來賓曼都美髮副總經理 

張春和先生蒞臨。 

敬祝 P.P.George、P.P.King、D.G.Wood、 

P.P.Roberta、P.P.First、P.P.Smile 夫 

人、Leo 夫人、社長 Benson 夫人，生日快 

樂! 

敬祝 Stone、社長 Benson、Coach，結婚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歡喜就好」。 

 出席郭俊麟 Mars 目前無法上線，委由社

長徐明偉 P.Benson 代理報告，目前上線

人數 20 位。 

 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五月份理事會，

敬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年度即將結束，尚未繳納社費、爐邊

會分攤款之社友，請儘速繳納以利

社務推展。 

(3). 五月份例會皆安排視訊會議，下週

五月廿一日中午例會邀請到 竹冶

文化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 羅傑先

生，專題演講：地方創生再造關西鎮。 

(4).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準時上線參與會

議，也歡迎社友夫人一同上線聆聽

專題演講。 

(5). 原訂五月廿九日第 1826 次例會，授

證35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延期至

七月三日(星期日)與新舊任社長、

職員交接典禮合併舉行。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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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主持討論，七月三

日(星期日)本社授證35週年暨新舊任社

長職員交接典禮籌備會議。 

社長徐明偉P.Benson向大家報告會議程

序表、邀請名單、費用估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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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臨時線上理事會記錄 

時間：5月 6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LINE 會議室 

出席(第 35 屆理事)：游伯湖、徐明偉、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吳得利、李榮鏗、 

劉炳華、黃健豪、蕭慶安。 

列席(第 36 屆理事)：徐明偉、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林振哲、李榮鏗。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近期雙北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本社慶祝授證 35 週年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五月二十九

日(星期日)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廳舉行，應如何應變計劃辦理。請

討論。 

決  議：延至七月三日(星期日)舉行授證 35 週年紀念典禮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第二案：受疫情影響五月份例會，是否採取線上視訊會議或取消。請討論。 

決  議：五月份例會(5/14、5/21、5/28)皆改為線上視訊會議。 

第三案：來賓賀鴻冷氣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蔡健從先生入社日期，請討論。 

決  議：目前已參與活動三次，五月份再邀請參加一次視訊會議後，送交理事會討論在寄發 

入社選票通知單，預計六月份例會舉行入社儀式。 

 

五月份線上理事會記錄 

時間：5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2時 

地點：Zoom 會議室 

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吳得利、李榮鏗、劉炳華、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四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Mega 50 舉行第五組爐邊會，是否照常 

舉行。請討論。 

決  議：因受近期疫情變化影響，取消此次爐邊會餐敘避免群聚，取消爐邊會改以爐主名義 

採購禮券(二千元)致贈社友。 

第三案：來賓賀鴻冷氣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蔡健從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六月十八日例會時舉行入社儀式。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二一～二○二二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 樓)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4位、列席：16位 

四、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葉木圡P.Yehson、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趙書宏P.Suhon 

    記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王嘉慶 S.Ocean、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陳宏志 S.Monga 

五、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葉木圡 P.Yehson 下午五時宣佈開會。 

六、主席致詞：略 

七、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 Gas 致詞：略。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黃木發 D.V.S. H.D.致詞：略 

八、討論事項： 

案 由一：2021-202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一次聯誼會舉

辦日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團隊名稱】幸福團隊-第二分區 

       【分    組】依照今年社秘會舉行順序 

第一組:板橋社、板橋北區社 社長、秘書 

第二組:板橋東區社、板橋群英社 社長、秘書 

第三組:板橋南區社、板橋中區社 社長、秘書 

第四組:板橋西西社、新北光暉社 社長、秘書 

       【費    用】每年年費$10,000/人，此公費用作聯誼、祝賀支出之途。未來秘書榮任社 

長一職，則以公費祝賀禮金 10,000 元及祝賀禮品於上任時贈予之。 

       【聯誼方式】一年四次聯誼聚餐，每季第一個月之最後週五舉辦，例如:7 月、10 月、 

隔年 1月、4月之最後一週五。首年有五次聯誼，第一次由 AG、DVS 請客； 

如遇舉辦團隊大型旅遊則另行討論。 

       【應酬公約】個人―喜:禮金$3600 

                         喪:奠儀$1500 

                   團隊―公費支出喜喪之事，致敬高架花籃乙對。 

九、活動報告： 

    1.AG、DVS 及八社社長各贊助威士忌皇家禮炮 21 年 1 支，共 10 支。 

本次例會結束後剩餘 2支，由板西社秘書 Ocean 代為管理，於日後聯誼時飲用。 

    2.新北光輝扶輪社秘書陳宏志 S.Monga 贊助艋舺雞排 25 份。 

十、主辦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趙書宏 P.Suhon 致謝詞：略  

十一、請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趙書宏 P. Suhon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一日  

第 1825 次例會 

Zoom 視訊會議 

節目介紹人：林聖家 Stone 

主  講  者：竹治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羅傑先生 

講      題：地方創生再造關西鎮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八日  

第 1826 次例會 

Zoom 視訊會議 

節目介紹人：吳得利 I.P.P.Polo 

主  講  者：立誠骨科診所院長  

陳山志先生(板橋社 Ortho)  

講      題：顧好咱乀骨頭：困擾的肩 
膀疼痛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4 日   第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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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6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Barcode、Bright、

Coach、Davie、Decor、Frank、Jimmy、

Kenny、Land、Mars、Otoko、Oki、

Stone、Tetsu、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張榮智社友(66.05.25)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4 日  第 182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18,200 

Archi 2,000 Stock 2,000 

Benson 2,000 Trading 2,000 

Dental 2,000 Will 1,000 

George 6,000  
 

小計：    $17,000 總計：    $1,135,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30,000 

Archi 7,700 George 7,700 

小計：     $15,400 總計：   $1,545,400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 

時間：6月11日(星期六) 

08:30-09:00報到聯誼 

12:10發送午餐盒、賦歸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參加：社長 徐明偉Benson 

社長當選人 吳晉福Dental 

 

2022-23年度根除小兒麻痺 

公益單車環島活動開始報名 
一、 線上報名日期:2022年5月20日上午

10:00至5月23日20:00截止。 

二、 正取180人，候補40人，正取名單公

告當日起一週內須完成繳交訂金

12,000元。 

三、 活動日期：2022年10月22日(六)至10

月29日(六)共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