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8 日  第 1668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寶島淨鄉團創辦人暨理事長林藝

小姐、廣祥石材有限公司經理林聖家先生、英

格國際行銷(股)公司經紀人單培毓小姐、板橋

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廷先生、團長當

選人吳昕蓓小姐、前團長張以柔小姐、團員黃

盈笛小姐、團員賴弈閎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

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First、Benson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綠島小夜曲」、「海海人生」。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五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地區公共形象暨扶輪基金研習會，謹訂

於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假新莊典

華舉行。 

(3). 六月份友社授證多，敬請各位社友踴躍

登記報名參與。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廷先生報

告4-5月活動回顧與5-6月活動預告並提供年

度收支表。 

 社長Sky代表本社頒發下半年度經費五萬元

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前社長陳萬祥P.P.Roberta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藝小姐 

出生：78年11月22日 

學歷：師範大學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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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山女高生物科實習老師 

蘭嶼高中自然科教師 

現任：寶島淨鄉團創辦人暨理事長 

榮譽：師大畢業典禮最年輕演講貴賓、 

TEDxTaipei年會講者、遠見雜誌評選 

年度平民英雄青年領袖代表、AIESEC 

台灣50大影響力青年、個人故事收錄 

進龍騰版高中教科書 

我的人生我的夢－ 

海洋淨行式! 

 

 

 

 

 
 
 
 

 
 
 
 

寶島淨鄉團創辦人暨理事長 林藝小姐 

實踐你真正在乎的事，努力，才能成為你自己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大自然的人！所以我大 

學才選擇唸師大生科系。師大生科系沒讓我失

望，系上有很多老師做生態相關的研究，我接觸

了研究之後，覺得好像沒有很適合我，所以我就

去考了教育學程，成為師大那40%有資格修教程

的人。 

到了大四，有修教育學程的人就要去實習， 

所以我到了成功高中，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生物

老師。上課時，我上到「人類與環境」這個章節，

這個章節在告訴大家要保護地球、愛護環境，我

覺得這很重要，講得口沫橫飛，舉了好多例子。

但有學生問說：「老師，你今天上課講了好多守

護環境的例子，那你有沒有做過什麼呢?」當下

我才發現，我什麼也沒做!老師應該要是學生的

榜樣，但我根本什麼都沒做，哪來的榜樣? 

我的課一點說服力也沒有，全部都是空話。我這 

麼喜歡大自然，如果連我都不行動，那誰要行動? 

又怎麼叫學生行動?於是我就找了我的系上同 

學!我們一起創立了寶島淨鄉團。 

世界上最美的風景，不是美景本身，而是守護美 

景的心 

我們想邀請大家一起來淨灘，所以就在FB 

開粉絲團，透過網路號召大眾。第一次活動的目

標是30個人，我們希望有一定的人參與，讓大家

知道我們是真的想守護環境！結果當天有62個

人到場，光我的朋友就有30個！在我們達到第

一次的小小成功後，就更多人願意肯定寶島淨

鄉團，之後的活動，我們平均可以號召到一兩百

人。 

經過五年的累積，我們從一開始創立團隊

的7個人，第一次活動62個人，直到今天，我們

有20位團隊成員，辦了30次活動，累積號召4000

人一起以行動守護環境。我不敢說我們很厲害，

但是我們想要傳遞的是一種可能性，讓大家知

道，每一個人小小的力量都可以推動社會前進。 

當想要超過需要，消費就變成浪費。 

目前，我們除了持續進行淨灘活動外，也關

心民眾是否真的懂垃圾分類與落實垃圾減量議

題。也與文化銀行開發環保天燈，讓平溪放天燈

文化得以保存又不製造垃圾。在2017年我們第

一次舉辦了彩妝品二手拍賣會，結果吸引到二

千多位民眾到現場為12,307的二手彩妝找到新

主人，今年我們也將在舉辦二手彩妝活動，讓資

源不浪費。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車

馬費、小社旗予林理事長感謝其精彩分享。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P.Sky鳴鐘閉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三十二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排、結束後收拾 吳得利 劉孟賜、邱顯清、莊金盤 

張富逸、陳世君、許國騰 

李榮鏗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江基清 許家榮 

攝影組 

下午 04:3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程文金 林忠慶、翁仁禮、郭俊麟 

薛松茂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張正鳴 吳晉福、葉進一、郭祐福 

鄭德文、呂仁團、賴建男 

陳萬祥、黃俊哲、蕭慶安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入座 林振哲 張宏陸、洪敏捷、李水日 

王世原、羅國龍、邱明政 

羅致政、張茂樹、劉炳華 

林順正、郭道明、黃文龍 

頒獎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召集受獎人就位 吳振斌 劉炳宏、黃伯堯、周正義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黃健豪 郭昭揚、謝堂誠 

影像組 播放 PowerPoint、影片 徐明偉 游伯湖、王文霖 

特刊組 編印紀念特刊 楊耀程 陳嘉偉、郭金興 

1、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配帶年度藍色領帶。 

2、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會場迎接友社社友蒞臨並拍個人照。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5月 18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黃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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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註冊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二)17:30 註冊  

*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 276 號)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6月 13 日(星期四)17: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六樓盛典廳 

(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五日 

第 1669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六月一日 

第 1670 次例會 

【第五組爐邊會議】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陳世君、吳得利、張茂樹、李榮鏗、 

劉炳華、薛松茂、黃健豪、吳振斌、 

蕭慶安、林順正、郭道明、許家榮、 

黃文龍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18 日  第 1668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Kay、 

Kenny、Otoko、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Je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5 月 18 日  第 1668 次例

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41,400

AL 1,000 Obama 1,000

Archi 2,000 Polo 5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Hero 1,000 Sky 1,000

Jack 1,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Jason 500 Trading 1,000

Mars 1,000 Will 1,000

Master 1,000 Wood 1,000

小計：      $18,000 總計：    $1,259,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12,100

Archi 5,200 Mars 5,200

Coach 5,200 Master 7,700

Eric 7,700 Trading 5,200

Jack 7,700 Wood 5,200

小計：      $49,100 總計：    $1,16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