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31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中

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一屆(2017-2018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十五

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當然

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人、

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將

再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後，馬上召開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

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

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0:30 開始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扶輪家族歲末感恩慈善音樂會暨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頒獎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3:00 入場、13:30 開始、16:30 結束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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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劉炳宏 Hero 出國，由副社長葉進一

P.P.First 代理主持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神奇傑克活動公司總監傑克先生、圓

夢計劃執行長候觀明先生(台中大屯扶輪

社 Bear)、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P.P.Wood 結婚 40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

「綠島小夜曲」、「南屏晚鐘」。 

 圓夢計劃執行長候觀明先生致詞：圓夢

計劃活動與貴社合作已邁入第十年，很

感謝貴社讓無數個弱勢家庭孩童都美夢

成真。今年度的捐贈典禮十二月十七

日，我人在國外不克出席，因此先來貴

社向大家致歉並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致贈全

體社友農民曆。 

(2) 新北市第三分區卓越盃桌球比賽暨

身障友誼賽，謹訂於十二月四日(星

期日)上午八時假新北市新莊國中體

育館舉行，敬邀有空的社友和地區副

秘書賴建男 D.V.S.Otoko 一同前往

為參賽者加油打氣。 

(3) 十二月十日(星期六)中午例會，將召

開常年大會選舉(2017-2018 年度) 

第三十一屆理事當選人，敬請全體社

友務必撥冗出席例會。 

 社友許國騰 Life 介紹主講者： 

姓名：傑克 

學歷：英國國立倫敦大學戲劇系研究所 

MA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中國國劇組 

BA、國防部藝術工作總隊、中國 

國家演出家一級演員、英國皇家 

魔術學會榮譽會員、美國魔術家 

協會榮譽會員、世界魔術家協會 

榮譽會員 

現任：神奇傑克活動公司總監、台北市 

企管顧問公會合格講師、中華兩 

岸創業發展協會顧問與年度最受 

歡迎魔術師…等 

現代社交魔術 

 

 

 

 

 

 

 

 

 

神奇傑克活動公司總監 傑克先生 

    中國魔術源遠流長，古時稱之為"幻術"或"

眩術，民間稱之為"戲法"，到近代才稱為"魔術

"。 

魔術大致可分為以下五種 

A.牌類魔術 

利用撲克牌成千上萬的基本手法，搭配個人所想

出來的程序，以及表演時所可能用到的撲克牌道

具，所呈現出來的魔術表演方式。 

B.硬幣魔術 

這種魔術的基本手法其實不多，但是卻是魔術中

最深澳的一項，表演者搭配自己的風格及想法所

呈現出來的魔術，是魔術中最難的一門，在魔術

界中，也是最少人能夠精通的。 

C.道具魔術 

這種魔術是大部分的魔術初學者所愛好的魔術

種類，因為大部分的道具類魔術不用花很多的時

間練習，加上它表演的時候比較不因為周邊環境

的影響而可能露出破綻，所以是比較偷懶的魔術

愛好者的最愛。 

D.街頭魔術 



這類魔術是屬於比較現代化的魔術，年輕人因為

想秀秀自己魔術所練到的程度，所以就到街上隨

便找路人表演，通常這類魔術會比較受到年輕人

喜愛，效果好，又容易有掌聲，觀眾又會覺得不

可思議。 

D.舞台魔術 

這類魔術是從古代到現代都一直受歡迎的魔

術，表演者需要投注大量的金錢買大道具，還需

要花費大量的時間做練習，結合舞台燈光及音樂

和自己的風格來呈現出來的魔術，這類魔術是最

具有商業價值的魔術，通常表演一場就有幾萬幾

十萬元的收入。 

魔術的效果 

1.出現:例如魔術師變出美女。 

2.消失:例如魔術師將美女變不見。 

3.移動:例如魔術師將美女變到其他地方。 

4.變化:例如魔術師將自己變成美女。 

5.穿透:例如魔術師將美女毫髮無傷穿過堅固牆

壁。 

6.復原:例如魔術師將美女切成兩半之後再還

原。 

7.生命力:例如魔術師讓大理石跳舞。 

8.反引力:例如魔術師讓大理石漂浮在空中。 

9.吸引力:例如魔術師在胸前放一顆大石頭，即

使站著也不會掉下來。 

10.刀槍不入:如魔術師用一顆大石頭砸自己，結

果沒事。 

11.肉體反常:例如魔術師將自己的腦袋拿下來

放桌上，結果還會說話。 

12.控制:例如魔術師對時鐘喊:「三點！」時鐘

就乖乖自動轉到三點。 

13.辨識力:例如魔術師可以猜到你口袋中放了

多少錢。 

14.讀心術:例如魔術師可以猜到你心中想的事

情。 

15.預言:例如魔術師預測下期大樂透的開獎號

碼。…等等諸如此類。 

許多人可能會覺得，「魔術」這種東西，永

遠都是騙人的，不是真的。沒錯！的確是這樣，

但何不說成「哇！這怎麼辦到的！好神奇喔！怎

麼會這樣！」，這樣怎個感覺就會完全改觀。 

簡單的手法，玩出神奇的效果成功的魔術表

演，不一定需要高難度的手法，而在於表演過程

的流暢度，魔術的好玩，是表演者帶動的氣氛，

給了朋友無窮的樂趣和自己的喜悅！ 

 副社長葉進一 P.P.First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傑克先生本社小社旗、車馬費，

感謝其精湛演說。 

 糾察謝堂誠P.P.Land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副社長葉進一 P.P.First 鳴鐘閉會。 

 

12 月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日    期：12 月 22 日(星期四) 

11:45 報到、12:00 開球 

*地    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擊球費用：$ 2,79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六) 

12:00 五樓報到、用餐 

13:00 三樓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 

營養部主任 陳珮蓉博士 

*講題：飲食健康 vs. 健康食品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48 份春節禮物 
*時間：1月 9日(星期一)13：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日 

第 1541 次例會 

 召開第三十屆常年大會，選舉第三十一屆

(2017-2018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三十一屆(2017-2018 年

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七日 

第 1542 次例會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弱勢家庭孩童 358

份聖誕禮物。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賴光明社友(41.12.14) 

鄭德文前社長夫人(45.12.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40 年 

黃健豪社友(96.12.13)9 年 

 

社友 Sky 公子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16 日(星期五)18:00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03 日  第 154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Coach、Dental、Herbert、Navigare、

Tetsu、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月 12 月 03 日  第 154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85,429

AL 1,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2,000

First 3,000 Polo 1,000

Hero 5,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ky 1,000

Jason 1,000 Smile 1,000

Justice 1,000 Stock 2,000

King 1,000 Taylor 1,000

Land 1,000 Tiger 1,000

Life 1,000 Trading 2,000

Lobo 1,000 Wood  2,000

小計：     $32,000 總計：     $917,429

 

秘書 Jason 千金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日)18:00 

*地點：1919 藝文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8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