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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111 年 3 ⽉ 22 ⽇(星期⼆)

時  間       18:00註冊    18:30典禮開始
地  點       台北福華飯店 B2福華廳(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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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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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哈⾥斯捐獻⼈

  黃錦雄

PE.Lloyds

  周佑⺠

PP.Steve

   柯⾦⽔

PP.Stainless
⾼聰敏

Panel

       姜幸麟

PP.Computer

★中華扶輪教育基⾦捐獻⼈ ★永久基⾦捐獻⼈

 ⽅怡然

PP.Eden

 廖進川

PP.Metal

   唐哲成

S.Antonio
蔡瑞富

 Ray

     宋明超

P.FrankSung

~~~~~~~~~~~~~~~~~~~~~~~~~~~~~~~~~~~~~~~~~~~~~~~~~~~~~~~~~ ~~~~~~~~~~~~~~~~~~~~~~~~~~~~~~~~~~~~~~~~~~~~~~~~~~~~~~~~~

程序表
18:00  註冊 ; 聯誼                                                                 

18:20  扶輪歌唱 .....................................................  領 唱 組                            

             扶輪頌

             台北永東社社歌

             這是咱的扶輪社                                                             

             歡迎地區總監                                                               

18:30  鳴鐘開會 .....................................................  社⻑: 宋明超 FrankSung

18:31   緬懷已故社友 ..............................................   節⽬: 柯⾦⽔ Stainless            

18:32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  聯誼: 黃聖諺 Ichilong               

18:40  社⻑致詞 .....................................................   社⻑: 宋明超 FrankSung            

18:50  地區總監致詞 ..............................................  總監: 黃永輝 APPS

18:54  致贈資深社友獎章 .......................................  總監: 黃永輝 APPS               

18:57  永久基⾦佩章：宋明超 ................................  總監: 黃永輝 APPS                 

             保羅哈理斯之友佩章：                                                       

             姜幸麟、黃錦雄、⾼聰敏、柯⾦⽔、周佑⺠                                     

             中華扶輪教育基⾦捐獻⼈佩章：                                               

             ⽅怡然、廖進川、唐哲成、蔡瑞富                                             

19:05  褓姆社:永和社社⻑致詞 ................................ 社⻑: 鄭忠全 Benson                

19:10  姊妹社:東京江⼾川中央扶輪社......................  社⻑: 皆川英久HIDEHISA MANAGAWA 

19:15  換帖社:新店碧                      .........................  社⻑: 劉宗達 A-TA                  

19:20  兄弟社:宜蘭⻄區社社⻑致詞 .........................  社⻑: 徐英忠 ENT                   

19:25  致謝詞 ........................................................  社⻑當選⼈: 黃錦雄 Lloyds           

19:30  鳴鐘閉會 .....................................................  社⻑: 宋明超 FrankSung             

19:31  台北永東扶輪社社友⼤合照                                                   

             餐敘、紅箱報告                                                             

             節⽬表演：SWING JAZZ BAND                                               

 

        今天是永東扶輪社授證24週年紀念慶典，本⼈FrankSung謹代表全體

社友感謝全體來賓與會。

        24年來經CP.Leader於1998.04.01核准創社以來，歷經23個社⻑共同

努⼒，永東社各種服務計劃得以完備，社務均能順利進⾏，永東社的PP們

您辛苦了。

      

社⻑致詞

當時地區推動線上例會確實是⼀個好的連結開始，但對於⼀個資深的社團⽽⾔，改變了互動的⽅

式，也造成聯誼互動的不便。感謝秘書Antonio架設後台幫需要上線的PP及社友們⼀⼀排除障礙

順利實⾏線上例會。

九⽉份當疫情稍緩，移⾄福華飯店進⾏實體例會，各種活動及服務計劃才慢慢恢復。當地區活動

公益路跑、運動會、七星登⼭活動陸續展開，分區、地區及本社服務計劃陸續推動時，我們可以

感受到⼈與⼈之間聯誼的必要性以及健康的可貴。

當我們在今天能同聚⼀起難能可貴，再次謝謝DG.APPS賢伉儷的與會，地區來賓、永和褓姆社、

碧潭換帖社、宜蘭⻄區兄弟社及分區各社與友社來賓您的光臨。

以上，上集致詞畢。下級致詞，請讓我喝⼝⽔，無稿待續~

潭社社⻑致詞

        ⾃去年五⽉份疫情爆發後，各社的例會及活動均暫停運作，我們的世界

像按下”停⽌鍵”般停⽌流動，⼈與⼈之間因疫情慢慢疏離，⼈們最需要改

變的是”連結”。

2021-22年度社⻑ 宋明超P.FrankSung
節⽬: 柯⾦⽔ Stainless 
聯誼: 黃聖諺 Ichilong  



暨暨暨暨暨暨暨暨暨

         敬愛的FrankSung社⻑賢伉儷，DG Apps、AG Mike、CP Leader.

各位貴賓，各位寶眷，扶輪先進，⼤家晚安，⼤家好！

          

~~~~~~~~~~~~~~~~~~~~~~~~~~~~~~~~~~~~~~~~~~~~~~~~~~~~~~~~~~~~~~~~~~~~~~~~~~~~~~~~~~~~~~~~~~~~~~~~~~~~~~~~~~~~~~~~~~

 

         今年 Frank Sung社⻑是我 16-17社秘團隊的同學，能⼀起當祕書⼜能⼀起當社⻑的緣分

，讓⼈珍惜，這也象徵我們兩社的緣分如我倆⼀般，牢不可破。Frank Sung 社⻑是台⼤法律

系的⾼材⽣，天資聰穎有想法，除了家庭圓滿、事業有成以外，更是⼀位熱⼼公益、熱愛⼾外

活動的社⻑，尤其協助 3481地區舉辦⺠國111 年 1⽉1⽇11點11分登頂台北最⾼峰的七星⼭活

動，辦得精彩成功，這種臨危受命，勇於承擔的社⻑，請⼤家給他和他夫⼈⼀個熱烈的掌聲。

       台北永東社是本社第21屆社⻑   PP Super時所輔導創立，⾄今年

已經有24年的時間，貴社在CP Leader及歷屆社⻑、全體社友的奉獻打拼之下，已經做出非常

輝煌的成績，讓我們⾝為褓姆社的⼀份⼦也分享榮耀！

         台北永東社傳承了我們永和社的熱善好施的基因，在扶輪基⾦捐款上有保羅哈⾥斯5位、

永久基⾦1位、中華扶輪教育基⾦4位，在社區服務上持續對獨居老⼈備糧包捐助與舉辦台灣藝

術博覽會，今年雖然不是所謂⼤屆，但Frank Sung社⻑卻有⼤將(屆)之風，做得虎虎⽣風。

         最後，借⽤總監 APPS常說的話，感謝⼤家給我們每位社⻑服務社友的機會，每社服務有

需要被服務的對象，⽽台北永東社給我這個機會上台，敬祝貴社授證紀念典禮圓滿成功，與會

的各位扶輪先進、各位貴賓，⼤家⾝體健康、萬事如意，各社社運昌隆！ 

換帖社賀詞

褓姆社賀詞

         A-TA謹代表新店碧

社24歲⽣⽇快樂！

最後敬祝貴社授證典禮圓滿成功，也敬祝全體與會貴賓，⾝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家！

         回想2012第⼀次看⾒永東，認識永東，發現永東的（美）與（好），台北永東的在地化

服務計劃多元豐富，與待⼈處世的真誠！讓A-TA深受感動！

         台北永東全體社友，寶眷已把「博愛」「卓越」融入永東⼈的扶輪DNA！台北永東⼈⾝

上都有滿滿的（愛）與（優秀）基因，散發⾝為台北永東⼈為榮！

         這都是今年FrankSung社⻑賢伉儷，CP Leader.歷屆社⻑，全體社友，寶眷，共同創造

的(實相)!有台北永東所到之處，都會讓地⽅越來越美麗！是A-TA學習的對象！扶輪的典範！

新店碧潭扶輪社第23屆社⻑

劉宗達 P. A-TA

永和扶輪社第45屆社⻑

鄭忠全 P.Benson

潭扶輪社，致上最誠摯的恭賀，台北永東扶輪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今天是台北永東扶輪社授證24週年紀念慶典，本⼈謹代表永和扶

輪社全體社友致上最誠摯的祝福，同時也對貴社多年來在地區和臺灣

扶輪各項活動的傑出貢獻與表現，致上最⾼的敬意。

                          



暨暨暨暨暨暨暨暨暨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兄弟社賀詞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24          欣逢宜蘭⻄區扶輪社兄弟社-永東扶輪社授證 週年紀念，本⼈謹

        代表我社獻上最誠摯的祝賀，願貴社社運昌隆，社務發展順利，為年復

        ⼀年的扶輪服務計畫和公益活動續創佳績。

       

宜蘭⻄區扶輪社第37屆社⻑  
徐英忠 P. ENT

台北永東扶輪社社⻑當選⼈  

黃錦雄  PE.Lloyds

        本⼈僅代表台北永東扶輪社歡迎3481總監 APPS ，各位PDG，AG

以及3481總監當選⼈ Wendy，各社扶輪社先進，各位貴賓，各位 PP

，各位社友夫⼈們，⼤家好！

        

  

        在各位扶輪社先進的監督下，社⻑FrankSung的領導下，帶領整個永東社像家⼈們⼀般

團結⼀致，互相扶持，共同熱⼼參與公益及落實各公益事務，及⽀持參加地區活動，使永東

扶輪社更能發揮扶輪⼈的精神。往後更請各社前輩們能多指導及⽀持我們永東社，使我們更

茁壯。

        您們的光臨，使今晚慶典倍感榮耀！感謝社⻑ Frank Sung 及副社

⻑ Jeff暨慶典籌備委員們⽤⼼策劃這個值得回憶的晚上。

         

 

         

                我們宜蘭⻄區扶輪社能與貴社義結⾦蘭是我社無上的光榮，尤其今⽇個⼈能親⾃率團前來

        祝賀貴社 歲⽣⽇，更是感到興奮無比，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我以最誠摯的⼼意再次祝福24

        貴社社運昌隆，並願全體社友事業順利發達。

        

          扶輪 年度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擾，使得各扶輪社的 2021-2022

實體活動受到了很⼤的 限制，在疫情期間，貴社宋社⻑明超 不畏艱難，仍然積極Frank Sung

作為並勇於任事，使所有服務計畫⼀⼀達成，令⼈欽佩。尤其貴社主辦捐贈予永和耕莘醫院，

為永和地區低收入病苦 老者準備春節備糧包的公益慈善活動，多年來在社會上早已獲致了⾼尚

的名聲，尤其今年這⼀ 屆在宋社⻑精⼼籌劃下，更是將這個極富意義的扶輪公益計畫辦得有聲

有⾊，令⼈印象深刻和 深受感動，在此特別提及並向貴社和宋社⻑表達肯定之意。

               貴社⼈才濟濟， 年來在歷任社⻑和全體社友努⼒的付出和無私的奉獻下，成⻑茁壯，在24

       永和地區已經站穩了腳步，⽽年復⼀年的社會服務，對社區的貢獻，所獲致的成就早已贏得了

       無與倫比的名聲，我在此表達無上的肯定和感佩之意，並向貴社所有社友們致敬！

最後願與會所有嘉賓有⼀個快樂的晚會，並祝福⼤家平安健康。謝謝⼤家！

        今天是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週紀念慶典，回顧過去20多年來的光輝歲⽉，是歷屆社⻑們

打下穩固的基礎，使永東扶輪社像扶輪的巨輪般與⽇共進，邁向榮耀！

        感謝褓姆社永和扶輪社，換帖社新店碧    

東京江⼾扶輪社的指導及⿎勵，深感謝意。

               ，⽇本姐妹社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嘉賓扶輪社先進的⽀持及⿎勵，祝福各位嘉賓⾝體健康，事事順利，

祝福各社，社運昌隆！

致 謝 詞

潭扶輪社，兄弟社宜蘭⻄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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