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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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9 日  第 1848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恭喜前社長江基清 P.P.Al 金孫滿月，我

個人準備滿月禮盒恭賀他。 

 

 

 

 

 

 

 

也恭賀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千金程

千珍小姐考上盧布林醫學大學，我謹代表

社內全體社友頒發獎學金、紀念品。 

 

 

 

 

 

 

 

 

 代理聯誼王斯靖 Barcode： 

敬祝壽星 P.P.Shige，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行棋」、「九月九的酒」、

「瀟灑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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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感謝 P.P.AL 準備金孫滿月油飯禮

盒分享與會人員。 

(2). 感謝社友 Jimmy 準備錢都桌曆致贈

全體社友。 

(3). 感謝社友 Life 準備南山人壽年曆

致贈全體社友。 

(4). 明天 10 月 30 日(星期日)社友

Tetsu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謹訂於

上午 9:30 假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

二段 30 號舉行。 

(5). 明天10月30日(星期日)下午6:00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第三組爐

邊會暨為社友 Tetsu 加油打氣。 

(6). 11月5日(星期六)第1849次例會，

為舉行「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例

會」，故提前至 11 月 4 日(星期五)

中午 11 時假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

樓二樓如意廳舉行。 

*敬請登記出席之社友穿著西裝搭

配年度領帶出席例會。 

(7). 社友 Will 夢想家居系統櫥櫃開幕

茶會，謹訂於 11 月 11 日(星期 

五)假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 75

號舉行。 

*上午 09:00 開幕茶會、10:30 扶輪

社集合拍照、11:00 剪彩。 

(8).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

山暨趣味競賽活動，謹訂於 11 月

27日(星期日)上午08:00報到假中

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二樓舉行。 

*此次八社統一午餐在現場請外燴

公司辦桌每桌 6,600 元，為統計桌

數，敬請社友寶眷儘速登記報名。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會議。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紅箱歡喜

金額。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台活動 

時間：10 月 22 日(星期六)~29 日(星期六) 

根除小兒麻痺是國際扶輪推動最著名的計畫，目標是讓小兒麻痺從世界消失，於 1985 年起開

始推動，全球扶輪社友針對此計劃捐獻金額已超過 8.5 億美元；目前計劃的合作夥伴包括世

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目前的小兒麻痺疫區僅剩下奈

及利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個國家。 

本次活動由地區總監陳汪全 D.G.Paul 帶領 282 位扶輪勇士，其中本社參與者有前社長吳得利

P.P.Polo 以及夫人黃芳珠女士、社友蕭慶安 Tiger 三位，八天七夜的努力共騎乘 780 公里完

成環島使命。本次公益環台活動 282 位勇士將部份報名費捐贈美金壹萬元整，讓國際扶輪社

3490 地區台灣根除小兒麻痺付出一點心力。 

 

 

 

 

 

 

恭喜~P.P.Polo 暨夫人黃芳珠、社友 Tiger 平安歸來完成環島單車行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地點：銀鳳樓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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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位、列席：2 位 

板    橋扶輪社 社長  詹智民   秘書  李威毅 

板橋北區扶輪社 社長  劉晁至   秘書  王睍光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吳晉福   秘書  陳世君 

板橋南區扶輪社 社長  許誌宏   秘書  元立昇 

板橋西區扶輪社 社長  吳瑞興   秘書  許世奇 

板橋中區扶輪社 社長  吳育玲   秘書  羅美珠 

板橋群英扶輪社 社長  李易軒   秘書  盧永濬 

新北光暉扶輪社  社長  陳宏志   秘書  方建興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廖桂嶸、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林傳傑 

五、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P. Star、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P. Vivi 

    紀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S. Hammer、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S. Loly 

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P. Star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P. Star 致詞：很高興的今天是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由

我們板西社跟板中社一起聯合舉辦，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到了第二季，以財報來看第二季

有賺後面就是賺了，所以大家同學也都賺了一季，後面的活動也都陸續在舉辦，今天很榮

幸跟板中社長一起主持，等一下有任何的意見，歡迎大家提出來，謝謝。 

<二>主辦社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 Vivi 致詞：很高興這次跟板西社一起主持社秘會，我

們也同是兄妹好搭檔，第一次社秘會的氣氛都很好，相信今天也會延續上次的美好的氛

圍，再次感謝各位社長、秘書前來參加，相信這會是快樂滿滿的餐敘，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Dental 致詞：有幾件事要跟各位報告，這幾週來跟總監團隊

是很密切的接觸，到這個月這個時候我們第二分區的八個社的總監公訪已經都結束，總監

對我們第二分區的表現是相當滿意，總監夫人也跟我內人說我們二分區對總監的幫忙非常

大，在所有的分區中只有二個分區達標，而二分區是其中一個；我們到扶輪社是來交朋友

的，希望各位同仁，我們團隊的夥伴大家秉持著優良的傳統，讓好的規則 一直保持下

去，謝謝大家，也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D.V.S. Michael 致詞：板西跟板中在我們二分區好像特別有緣，

2019 年時的活動也是板西跟板中一起合併舉辦，所以今天開會時就覺得好巧，向我們這屆

雖然已經畢業了，接下來的活動也是板西跟板中一起，只是因為疫情暫時還沒舉行，很高

興這已經是第二次的社秘會，這樣已經過了一半了，一下一年就過去了，預祝今年大家賺

大錢，重點是要身體健康，事業家庭都圓滿，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 

國 11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4時 30 分假銀鳳樓餐廳舉行，請討論 

說  明：此次由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請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 Vivi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十一月五日 

第 1849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1 月 4 日(星期五)11:00 註冊  

地  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 樓如意 

廳 

主講者：台北 101 董事長 張學舜先生 

講  題：打造台北 101 成為台灣當代文明

地標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85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昭揚 P.P.James 

主  講  者：藝術家 陳彥旭先生 

講      題：非典型 
 

敬祝 生日快樂!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蔡健從社友(89.11.04)2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第 1848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1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ndy、Decor、Otok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第 184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21,100 
Al 2,000 Junior 1,000 
Barcode 1,000 Justice 1,000 
Cathay 2,000 Land 1,000 
Davie 2,000 Leo 1,000 
Dental 4,000 Life 1,000 
ENT 1,500 Roberta 1,000 
Hero 1,500 Sky 1,000 
Jack 1,000 Stone 1,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Jey 1,200 Will 1,000 
Jimmy 2,000  6,000 
小計：     $29,200 總計：     $550,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66,150 

Benson 17,900 Taylor 6,450 

Justice 6,450 Will 8,950 

Sky 8,950   

小計：     $48,700 總計：     $514,850 
 

地區辦公室來函照登 
主旨：公告 2025-2026 年度地區總監提 

名候選人審查會議投票結果。 
說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2 章第 12.030 

條規定辦理。 
二、本地區 2025-2026 年度地區總監提 

名候選人會議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假大倉久和大飯店舉行，業經審查
會議投票未予通過，另決議再次公
開徵選並擇日再審。為能拔擢優秀
社友參與地區服務，擬將推薦日期
延至 12 月 26 日截止。 

三、各社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 
備相關資格條件，並於例會中由全
體社員決議後，將地區總監提名候
選人推薦表、申請表，經社長、秘
書及候選人簽署後，連同候選人之
經歷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前，以掛
號郵件寄至地區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