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板橋社、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 

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 
 

例 會 記 要 

09 月 21 日  第 1686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社友林順正(Tom)已於九月十七日遠離病

動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全體社友悲慟不捨

起立默哀一分鐘。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景觀大師朱魯青先生(台中大

屯扶輪社 P.P.Idea)、土城扶輪社前社

長朱福民先生(P.P.Thomas)、社長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P.P.George 夫人李

林素英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

女士、P.P.Tea 夫人吳陳金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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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夫人黃家禎女士、

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P.P.Master 夫人陳亮

吟女士、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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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黃芳珠女士、Tiger 夫人張桂香女

士、Taylor 公子黃紘傑先生、領唱老師 

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Aero 結婚 12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歌」、「感恩的

心」。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記錄。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感謝社長夫人碧霞準備米香餅乾分

享與會人員。 

(2) 例會結束後，請大家開車前往社友

游伯湖 Alan“馥華艾美”建案參

觀，現場備有停車場。 

(3) 社長 Jason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感恩

之夜，謹訂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

廳二樓舉行。*敬請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出席。 

(4) 秋季旅遊-理想大地二日遊，此次

分二班車出發，敬請參加人員準時

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集合。 

(5)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十月一

日(星期二)十一時三十分假板橋吉

立餐廳二樓舉行。尚未報名之社友

請儘速報告，以利統計中午用餐桌

數。 

(6) 社友 Tom 告別式謹訂於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假土城的公司

舉行公祭，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出席。 

*奠儀統一由社內代墊，每位二千

元。 

*屆時敬請覆旗人員十時二十分前

抵達現場，社友寶眷十時三十分抵

達現場。 

*全體社友請穿著西裝，搭配社長

送的灰色領帶出席。 

 前社長劉炳華 P.P.Sto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朱魯青先生 

學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工設計畢 

業、美國加州新學院藝術系畢 

業、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在職研究 

所畢業、美國加州國際大學景觀 

學博士、澳洲國立臥龍崗大學景 

觀雕塑博士後研究「榮獲 

Fellowship」 

曾任：嶺東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主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兼任講師 

現任：璟設計團隊創辦人 

台中大屯扶輪社前社長 

景觀藝術漫談 

 

 

 

 

 

 

 

 

 

 

景觀大師 朱魯青先生 

感恩扶輪。築夢成真 

在我勵志逐夢的路程上，感恩眾多扶輪社

友，給予豐富的支持與鼓勵。我與扶輪社的

結緣相當深遠，在 1969 年，我認識了一生中

重要的貴人，正是員林社創社社友劉顯榮先

生（Paper）。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出頭歲，剛



榮獲 1968 年明道中學校門設計競賽的首獎，

他特別邀請我設計他的私人別墅，不但信賴

我的能力，甚至聘請我擔任建設公司的獨立

董事。在與 Paper 學習的過程中，他與我分

享了很多扶輪社的知識與扶輪人應有的品

德，讓我對扶輪精神產生了偌大好感和憧

憬，成為我進入扶輪社的契機。 

當時，也在 Paper 的引薦下，認識了台中社

社友許東火先生(Eddy)，完成了眾所皆知的

大型景觀設計「亞哥花園」，受到如此重

用，對於初出社會接受歷練又非常年輕的

我，真是莫大的鼓舞。爾後經由他推薦，我

加入台中扶輪社，在 26 歲時便已成了扶輪社

的一份子，從此和扶輪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最重要的財富，還是要快樂 

我從二十幾歲在景觀設計界嶄露頭角，到一

手打造了亞哥花園、卡多里樂園、龍谷樂園

等主題樂園，案子接連成功，連國家公園與

中國業者都爭相邀約。但我在五十歲時，卻

選擇捨棄一切投入我最喜歡的油畫、雕塑，

我把成家立業的台中工作室，改建成私人美

術館，不為任何業主服務，我只做讓自己快

樂、自己爽的事情。 

歡迎扶輪社社友有空來我的私人美術館參

觀，我會親自接待分享我的作品。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景觀大師朱魯青先生小社旗、紀念品，感

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九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9 月 21 日(星期六)10: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徐明偉、洪敏捷、劉炳宏、黃伯堯 

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 

劉炳華、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友林順正先生(Tom)告別式籌備方 

式。請討論。 

。請討論。 

決  議：照往例覆蓋扶輪旗、頒發褒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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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社友游伯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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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秘書 Benson、職業主委 Taylor 與社友 Alan 安排，參觀這座落在板橋中山路一段 218

號，佔地 3536 坪的建案，耗時 10 多年籌畫，全案投資超過新台幣 236 億元，為大新板特

區大型商業區複合式開發計畫。板橋地區擁有三鐵共構環境優勢，因此馥華集團也與萬豪

集團直營五星級酒店「台北板橋馥華艾美酒店」，預計在 2024 年開幕登場。 

 

 

 

 

 

 

 

 

 

參觀人員合影留念 

                              感謝社友 Alan 熱情接待 

 

訃 

社友 林順正先生(Tom)慟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凌晨 2時 26 分壽終正寢， 

享年 67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 

時間：10 月 12 日(星期六)11:00 公祭 

地點：順正鋼製傢俱公司(新北市土城區千歲路 18 巷 3 號) 

 

訃 

前社長 羅致政(P.P.Master)尊翁羅素良老先生，慟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九月廿二日(星期日) 

傍晚壽終正寢，享年 85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 

日期：10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公祭 

地點：苗栗縣通霄鎮旗山路二巷 21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21 日 第 168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rchi、Kenny、Leo、Obama 

三、祝您旅途愉快! 

    David、Dental、Frank、Jey、Sky、 

Tetsu 

社區服務-用愛擁抱生命 

音樂會 

時間：10 月 20 日(星期日) 

13:00 入場、14:00 開場 

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9 月 21 日 第 168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01,800

Aero 2,000 Lobo 1,000

Benson 1,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1,000

Coach 1,000 Polo 1,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1,500 Shige 1,000

George 1,000 Smile 2,000

Hero 1,000 Stock 2,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1,000 Taylor 2,000

Jason 3,500 Tea 1,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Justice 10,000 Will 1,000

Land 1,000 Wood 2,000

Life 1,000 朱魯青 3,000

小計：     $51,000 總計：    $452,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3,700

Tetsu 11,500  

小計：     $11,500 總計：    $305,200

來函照登~ 

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總監候選人 
說 明： 

一、 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第 14.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22-

2023 年度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 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附件一)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六章條文規定，各社

推薦之總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宣誓書(附件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

人簽署後，連同扶輪社推薦公函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

地區辦公室。 

四、隨函附件地區總監參選資格及任務(附件一)、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及宣誓書(附件

三)，請參閱。 



本週節目 

十月五日 

第 1688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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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 

 

下週節目 

十月十二日 

第 1689 次例會 

適逢雙十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節目預告 

十月十九日 

第 1690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金興社友(43.10.01) 

楊耀程社友(53.10.03) 

劉炳華前社長(44.10.06) 

張富逸前社長(60.10.07) 

莊金盤社友(44.10.10) 

謝堂誠前社長(38.10.15)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游伯湖社友夫人(68.10.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8 年 

游伯湖社友(99.10.03)9 年 

李榮鏗前社長(71.10.04)37 年 

 

 

八扶輪社 AG 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0 月 16 日(星期三)10:30 報到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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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11 月 10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彭園湘菜館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39 號 4 樓) 

爐主：江基清、劉孟賜、莊金盤、郭祐福 

周正義、呂仁團、許國騰、羅致政 

吳得利、黃健豪、黃俊哲、郭道明 

許家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