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6 月 18 日  第 1829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宣佈開

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扶青社社長楊立楷 Lee 蒞臨。 

敬祝 Decor、Kay 夫人、D.G.Wood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Jey、Tige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自選曲「回鄉的我」、「365 里路」。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

致詞：很榮幸可以參與貴社例會並擔任貴

社新社友蔡健從 Andy 的監誓人，也再次

恭喜 Benson 社長榮獲 RI 的超我服務獎，

全世界的扶輪社友人數有三十幾萬人，每

年最多只有 150 位社友可以獲得此殊榮。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週視訊會議出席

狀況。 

 代理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本社授證 35週年紀念暨新舊任社長、

職員交接典禮，謹訂於 7 月 3日(星

期日)17:30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宴會樓 2 樓如意廳舉行。 

*為統計用餐數量，敬請社友 6/22 

前告知出席人數。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36屆理事當選

人第三次籌備會議，敬請理事當選

人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排練授證暨交接程序，

敬請相關人員留步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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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友蔡健從 Andy 入社宣誓，首先由介

紹人社員主委游伯湖 Alan 向與會人員介

紹新社友-賀鴻冷氣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蔡健從 Andy 個人資歷，緊接著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 監誓、配帶社員

名牌和社員主委游伯湖 Alan 配帶扶輪徽

章，最後由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致贈板

橋東區社小社旗，完成簡單隆重之入社儀

式，歡迎新社友蔡健從 Andy 正式加入板

東大家庭。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個人準備威士忌致

贈社員主委游伯湖 Alan 和新社友蔡健從

Andy，感恩在年度期末依然有生力軍加

入本社。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全體社友致贈

水果禮盒予社友王斯靖 Barcode 祝福他

早日康復。 

 代理糾察林振哲 P.P.Sky 報告本週社友

紅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交接 

【板橋社授證55週年暨就職典禮】 

時間：7月1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3樓 

【板橋西區社授證29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7月4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2樓 

【板橋南區社第34-35屆交接典禮】 

時間：7月5日(星期二)17:30 

地點：彭園新板館(新北市政府1樓) 

【新北光暉社授證7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7月9日(星期六)17:30 

地點：格萊天漾15樓嵐悦廳 
【板橋北區社第39屆就職典禮】 

時間：7月10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3樓圓滿廳 

新社友蔡健從 Andy 入社宣誓儀式剪影 
時間：6月 18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感謝 A.G.Gas 蒞臨本社擔任監誓人，更歡喜社員主委 Alan 介紹新社友 Andy 加入板東大家庭 

 

 

 

 

 

 

 

 

合影留念 



2022-2023 年度第 36 屆第三次理事籌備會議記錄 

時間：6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2時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 

陳世君、翁仁禮、林振哲、李榮鏗。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月份行事曆。請討論。 

        07/02 第 1831 次例會，延至七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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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證 35 週年紀念暨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07/09 第 1832 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 

        07/16 第 1833 次例會，「報紙媒體的未來」經濟日報副社長 周祖誠先生。 

        07/23 第 1834 次例會，地區總監陳汪全 Paul 蒞臨公式訪問。 

        07/30 第 1835 次例會，延至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Mega 50 鼎鼎宴

會廳舉行「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聘僱工作人員楊瑞敏女士，每次例會即付 1,200 元費用，是否加保意外險。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七月份開始聘僱並加保意外險。
 

扶輪知識~加入扶輪的第4~8項理由 
 

第四項理由是：發展領導能力： 

扶輪是由一群事業有成的領導人所組成。擔任扶輪職務是在接受教育，培養卓越領導能力， 

以激勵、影響、及領導一些領導人。 

第五項理由是：可成為社區的好公民： 

加入扶輪可以使自己成為更優秀的社區公民。一般的扶輪社都是由社區裡最積極的公民所組 

成。 

第六項理由是：終身教育： 

扶輪每週都有一個節目，目的在使社員瞭解社區、國家與國際間發生的大事；每次會議都能 

聆聽不同的發言者的意見並討論多項即時議題。 

第七項理由是：樂趣： 

扶輪社是一個充滿樂趣的社團，不僅每次會議非常有趣，社團的計劃、社交活動與服務過程 

更是充滿樂趣。 

第八項理由是：公開演說的技巧： 

扶輪社員很多人都很害怕在眾人面前說話，加入扶輪社能讓他們發揮自信與溝通技巧，並有 

機會練習與改善這些技巧。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五日  

第 1830 次例會 

Zoom 視訊會議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二日  

第 1831 次例會 

【授證 35 週年紀念暨新舊任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  

時間：7月 3日(星期日) 

17:00 集合、拍照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樓如意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10 號)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正式服 

裝、配帶新年度口號領帶、絲巾出 

席。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8 日   第 1829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Decor、 

Frank、Jimmy、Kay、Kenny、Oki、

Stone、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陳世君社友夫人(74.07.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宏前社長(74.06.25)37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8 日  第 182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70,200 

Al 4,000 Leo 2,000 

Andy 5,000 Otoko 2,000 

Benson 2,000 Tetsu 2,000 

Coach 4,000   

小計：    $21,000 總計：    $1,191,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722,100 

Barcode 7,700 Shige 7,700 

Coach 15,400 Tetsu 7,700 

Otoko 20,400   

小計：    $58,900 總計：   $1,781,000 
 
 

快樂人生100帖 

           聖嚴法師 著 
 

事情發生了 

能夠處理的就處理 

不能處理的就接受 

然後暫且放下來 

待因緣際會時再處理 

這就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