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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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 P.P.Cathay 公子程柏恩先生、社友

Justice 千金周芳緯小姐、社友 Will 千金

許馨方小姐、P.P.Masa 媳婦陳小萍小姐、

P.P.Eric 千金張庭瑄小姐、社友 Stone 公

子林宸宇先生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月兒像檸檬」、「望月想愛

人」。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感謝社長 Jason 致贈全體社友柚子禮

盒。 

(2)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中午例會，邀

請到國際景觀大師朱魯青先生蒞臨演

講「景觀藝術漫談」，屆時敬邀社友

夫人一同蒞社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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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獎學金、紀念品予 P.P.Cathay 公子程柏

恩先生、P.P.Fuku 孫女郭家妤小姐、社友

Frank 千金 楊菁薷小姐、社友 Justice 千

金周芳緯小姐、社友 Will 千金許馨方小

姐，恭喜他們邁入人生新的里程碑，也祝

福他們學業進步百尺竿頭。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

生日禮券，敬祝夫人青春永駐。 

 感謝爐主 Aero、Archi、S.Benson、

Coach、Frank、P.P.James、P.P.Just、

Kay、Leo、P.P.Masa、P.P.Sun-Rise、Tom

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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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頒發金榜題名剪影 

*時間：9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感謝第二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大家            恭喜 P.P.Cathay 公子程柏恩金榜題名 
 
 
 
 
 
 
 
 
 
 
 
 
 

 恭喜 Justice 千金周芳緯金榜題名                 恭喜 Will 千金許馨方金榜題名 
 
 
 
 
 
 
 
 
 
 
 
 
 

社長 Jason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八扶輪社 AG 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0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參加：吳振斌 P.P.Tea、連文惠 



職業服務-參觀台中愛樂 OP.1 建案、健豪印刷精科廠 

時間：10 月 17 日(星期四) 

程序：08:30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8:45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30 台中愛樂 OP.1 建案  

12:30 豐味海鮮餐廳午餐  

14:00 健豪印刷精料廠  

17:30 老地方客家菜  

19:00 返回板橋 

備註：屆時社內將會準備早餐、礦泉水，敬請報名參加者準時撥冗出席。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19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面、紀念品乙份。 

 

扶輪快訊-奈及利亞顯示已 3年沒有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病例 

2019 年 8 月 21 日，奈及利亞顯示，自上一個兒童因野生小兒麻痺病毒而癱瘓迄今已達 3年。 

經過與奈及利亞政府密集往來商討是否公開確認此一里程碑之後，國際扶輪終於獲准向公眾及

在扶輪網絡中確認這一里程碑。 

簡而言之，這里程碑意味著：達到 3年沒有野生小兒麻痺病例的情況表示，奈及利亞的進展，

是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地域小兒麻痺絕跡獲得認證已敞開大門的一個重大跡象。 

奈及利亞 3年沒有野生小兒麻痺病例是前所未有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奈及利亞已經小兒麻痺絕

跡，該國仍在小兒麻痺疫區的名單上。非洲地域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絕跡獲得認證最快將於 2020

年中期發生。 

奈及利亞是非洲最後一個小兒麻痺疫區國家 

扶輪的角色：奈及利亞和整個非洲的扶輪社員致力於實現我們對無小兒麻痺世界的承諾作為第

一個夢想無小兒麻痺世界的組織，扶輪社員捐獻他們的時間和金錢，以確保沒有兒童因小兒麻

痺而癱瘓。 

扶輪為結束小兒麻痺的鬥爭捐獻了超過 19 億美元 

在 10 月 24 日世界小兒麻痺日，奈及利亞和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將齊聚一堂，共同表彰到我們

在小兒麻痺方面取得的進展，並商談為終結小兒麻痺仍需要完成的工作。 

扶輪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已使小兒麻痺病例減少了 99.9％ 

由於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的努力，有 1800 萬人得以行走或存活。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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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九月十四日 

第 1685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九月二十一日 

第 168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 

主  講  者：景觀大師 朱魯青先生 

(台中大屯扶輪社 P.P.Idea) 

講      題：景觀藝術漫談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金興社友(66.09.08)42 年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6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01 日 第 168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ental、Kenny、Mars、

Obama、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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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0 月 4 日(星期五) 

16:00 註冊、16:30 開始 

地點：台北凱達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參加：張正鳴 P.Jason、徐明偉 S.Ben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