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金榜題名 
考生 稱謂 考取學校 社友 

程柏恩 公子 南山高中 程文金 P.P.Cathay 

郭家妤 孫女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系 郭祐福 P.P.Fuku 

楊菁薷 千金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心理系碩士班 楊耀程 Frank 

周芳緯 千金 萬能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 周正義 Justice 

許馨方 千金 黎明技術學院創意產品設計系 許家榮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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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24 日  第 1682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陳亞蘭歌仔戲團團長陳亞蘭女

士、行銷公關陳小菁小姐、行銷公關陳淑敏

小姐、演員范宏恩先生、演員江虹旻小姐、

P.D.G.Trading 夫 人 郭 林 美 惠 女 士 、

D.G.N.Wood 夫人簡家秀女士、社長 Jason 夫

人邱碧霞女士、P.P.Geroge 夫人李林素英女

士、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P.P.Tea 夫

人吳陳金粧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

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Stock 夫人

陳雪鳳女士、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

P.P.Land 夫人顏美淑女士(新北市和平社

Megan) 、 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

P.P.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社友 Leo 母親

吳翠愛女士(新莊南區社 P.P.Paula)、社友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社友 Archi 夫人陳美

勤女士、社友 Tiger 夫人張桂香女士、、領

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長 Jason，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頌「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你」、自選曲「風吹、風

吹」。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感謝P.P.Smile致贈與會社友中秋月餅

禮盒和準備點心雪 Q餅。 

(2). 下週例會延至九月一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

榜題名」。 

(3). 職業服務-參觀社友游伯湖 Alan“馥華

艾美”建案，謹訂於九月二十一日(星

期六)下午三時假馥華艾美(板橋區中

山路一段 216 號)舉行。 

 前社長江基清 P.P.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 陳亞蘭女士 

學歷：臺師大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 

現任： 陳亞蘭歌仔戲團團長、社團法人臺北 

市歌仔戲推廣協會理事長 

榮譽： 亞洲傑出藝人獎 感動廈門十大人物 

偷窺陳亞蘭 

 

 

 

 

 

 

 

 

 
 

陳亞蘭歌仔戲團團長 陳亞蘭女士 

《忠孝節義》對國家盡忠，對父母盡孝，對夫妻

盡節，對朋友盡義。 

現今社會混亂，我們台灣歌仔戲國寶楊麗花想 

要改善社會風氣，也為台灣歌仔戲文化傳承感 

到憂心。因此睽違 16 年復出，策劃這部電視歌 

仔戲《忠孝節義》，就是希望運用媒體來傳達忠 

孝節義的良善故事，以傳統戲曲的表述讓大眾 

再一次感受到正向能量。也培養台灣歌仔戲專 

業人才，更希望發揮自身影響力讓更多年輕人 

看到歌仔戲，讓歌仔戲也能受到更多人的喜愛。 

歌仔戲是台灣獨有的傳統藝術文化 

歌仔戲是早期農業社會重要娛樂活動之一，也 

是台灣文化的代表歌仔戲堪稱是最早的台灣偶 

像劇。為了要吸引更多人注目，此次新劇籌備四 

年之久，我們希望跳脫傳統元素，製作出更精緻、 

國際化的歌仔戲，因此演出型式也更加豐富、多 

元、精緻。 

歌仔戲《忠孝節義》，確定 9月 24 日晚上 8點 

在台視播出，歡迎大家廣為宣傳和收看，讓台灣 

獨有的傳統藝術文化不沒落和斷層。 

黑家店 2追殺萬古流芳 

陳亞蘭歌仔戲團 2019 年度全新力作，從 11/02- 

12/08 假西門紅樓二樓劇場演出，歡迎大家一起 



購票走入戲場，感受台灣歌仔戲新型式演出，保 

證與您逗趣互動、開心看戲、絕無冷場。 

 社長張正鳴P.Jason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陳團長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九～二○二○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26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 

三、出席：出席14位，缺席2位，列席3位。 
四、列席：地區總監 張秋海、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陳明理、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陳柏壽 
五、主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P.Jetina、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P.Wen 

紀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S.Olivia、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S.Alan 
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P.Jetina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決  議：第二次:板橋社、板橋東區社主辦；第三次:板橋北區社、板橋南區社主辦； 
        第四次: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主辦。 
案由二：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訂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

16日(星期三)上午11：00，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報名費爰往例500元/人。  
決  議：照案通過。A.G. Ail贊助叁萬元、D.V.S. Norman贊助壹萬元、各社社長贊助壹萬元起。 

案由三：新北市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謹訂於中華民國 
108年11月17日(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主辦。爰往例基本報名人數應為社員人數100%、寶眷60%以上，

每名報名費300元。   
決  議：照案通過。各社社長贊助伍仟元左右禮品。登山活動將製作運動用長毛巾予參加者。 
案由四：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中華民國109年1月7日(星期二)。

上午11：30報到、12：00鳴鐘開會，地點、主講者、講題另行發文通知，請討論。 
決  議：由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主辦。地點、主講者、講題將另行討論。 
案由五：本年度3490地區之世界社區服務(WCS)將舉辦「緬甸甘妮小學興建工程捐贈計畫」。請各社

回報目前之捐贈金額及參訪人數。 
說  明：1.捐贈教室，每單位2萬元，每分區至少33單位(一間教室)。 

2.緬甸5日遊—WCS揭牌啟用典禮。 

決  議：板橋北區社捐贈5單位起；板橋南區社捐贈5單位起；板橋西區社捐贈5單位；板橋中區社捐 
贈5單位起；板橋群英社捐贈10單位。WCS團體行程報名至7月31日，總監團為11月22日出發 
之彩虹國際旅行社主辦團，請各社踴躍報名。 

十、臨時動議： 
    1.社長秘書聯誼會服裝將由當次主辦社訂定Dress code。 
    2.全球獎助金―烏來接水計劃，每社原訂定各分攤USD2000(兩顆保羅哈里斯)，新北光暉社 

      因社上經費較短絀，感謝母社板橋西區社及板橋北區社各幫忙贊助一顆保羅哈里斯。 
    3.往後社長秘書聯誼會建議改為16:00註冊聯誼/16:30準時開會。 
十一、活動報告： 

感謝A.G. Ali設宴餐敘。感謝D.V.S Norman贈送每位社長、秘書威士忌乙瓶。感謝A.G. Ali提
供威士忌兩瓶、紅酒三瓶；板橋群英社P. Jetina提供威士忌1瓶；新北光暉社P.Wen提供威士忌
1瓶。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二分圓滿結束，由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 P.Wen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八月三十一日 

第 1683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者】 

時間：9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爐主：張宏陸、林忠慶、徐明偉、邱顯清 

楊耀程、郭昭揚、鄭德文、王文霖 

翁仁禮、邱明政、薛松茂、林順正 

 

下週節目 

九月七日 

第 168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 

三重分站照顧管理督導  

藍天祺先生 

講      題：長照 2.0 的現況與困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24 日 第 168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Coach、David、Frank、

Kenny、Mars、Obama、Taylor、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8 月 24 日 第 168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14,800

Al 1,000 Land 1,000

Archi 2,000 Leo 1,000

Benson 2,000 Life 1,000

Bright 1,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Master 1,000

Eric 1,000 Roberta 2,0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George 2,000 Stock 3,000

Jack 1,000 Stone 1,000

James 1,000 Tea 1,000

Jason 5,500 Tiger 1,000

Jey 1,000 Trading 2,000

Kay 1,000 Will 1,000

King 1,000 Wood 2,000

小計：     $42,500 總計：      $357,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6,500

Jey 5,200 Leo 30,800

Kay 5,200 Stone 5,200

小計：      $46,400 總計：      $272,900

  

職業服務-參觀社友 Alan 

“馥華艾美”建案 
*時間：9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3:00 

*地點：馥華艾美建案(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16 號)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 月 1 日(星期二) 

11:30 註冊、12:00 開會、13:10 餐敘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主講：林華明 P.D.G.Venture 

*講題：扶輪服務帶來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