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名單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姓名 公司 職稱 年資 推薦人 

1. 張樹根先生 羅致政服務處 主任 4 年 6 個月 Master 

2. 吳希賢小姐 羅致政服務處 助理 3 年 Master 

3. 吳姿吟小姐 小林髮廊重慶店 實習店長 11 年 Sky 

4. 彭綉娟小姐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3 年 Taylor 

5. 游冠倫先生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經理 4 年 Taylor 

6. 黃庭毅先生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領組 4 年 Taylor 

7. 林紀緯先生 美加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師 1 年 Will 

8. 廖群復先生 美加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11 年 Will 

9. 陳珮甄小姐 美加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後勤資深人員 7 年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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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0 月 01 日  第 1688 次例會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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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1:30 假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 

 中午12:00由樹林扶輪社長李行正Alen

鳴鐘開會。 

 聯誼時間由樹林扶輪社聯誼洪木霖 Leo、

板橋南區扶輪社聯誼元立昇 Alex 共同

主持，首先歡迎主講者國際扶輪 3522 地

區前總監林華明 P.D.G.Venture、地區

總監張秋海 D.G.Audio 伉儷、地區公共

關係長連丁貴 P.P.Win 伉儷蒞臨。 

緊接著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主講先生您好嗎?」、「你是我的兄弟」，

並慶祝本週生日、結婚週年快樂者。 

 地區總監張秋海 D.G.Audio 致詞：很歡

喜今日能夠參加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

社聯合例會，預祝會議圓滿成功。 

 板橋扶輪社前社長李明川 P.P.Water 慟

於九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 67 歲，現場

與會社友全體起立默哀一分鐘。 

 樹林扶輪社長李行正 Alen 擔任節目介

紹人，介紹主講者國際扶輪 3522 地區前

總監林華明 P.D.G.Venture 學經歷。 

學 歷：日本慶應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MBA) 

經 歷：2003-2004 年度台北市東門扶輪 

社社長、2013-2014 年度地區祕 

書長、2016-2017 年度地區諮詢 

委員會委員/跨地區扶輪公益網 

主委、2018-2019 年度地區諮詢 

委員會委員/地區訓練委員會主 

委、2015-2016 年度 3522 地區 

地區總監 

現任：友華生技醫藥 

紅馬-KY 等多家公司董監事 

扶輪服務帶來感動 

 

 

 

 

 

 

 

 

 

D.3522 前總監林華明 P.D.G.Venture 

連結 

全世界最耀眼的三大科技體，Google/Apple/ 

Facebook，他們成功的共通點是連結。 

Google，｢人與資訊｣的連結。 

Apple，｢人與 App｣的連結。 

Facebook，｢人與人｣的連結。 

扶輪，也是｢連結｣ 

｢人與人，友誼，資源，經驗，愛心，關懷，

力量，榮譽的多元連結｣。 

但是扶輪不只是人與人的多元連結，連結以

後，力量的轉化更重要   

服務就是扶輪力量的轉化 

扶輪五大服務 

社務服務 

職業服務 

社區服務 

國際服務 

青少年服務 

「扶輪服務」的真締 

超我服務 

服務愈多收穫愈大 

親手服務 

服務=「奉仕」  奉獻仕事，不求回報 

什麼樣的服務，才能「帶來感動」? 

接受的人感動，參與的人也感動，才是真感

動! 

1.服務是否符合社區的需求? 



2.是否結合更多資源，讓服務的範圍擴大? 

3.是否持續的提供服務? 

令人感動的社區服務，才會帶來正面的公共

形象。 

 由樹林扶輪社社長李行正 Alen、板橋南

區扶輪社社長吳俊德 David 代表九扶輪

社致贈前總監林華明 P.D.G.Venture 紀

念品。 

 九扶輪社社長分別依序致贈前總監林華

明 P.D.G.Venture 小社旗，感謝其精彩

演說。 

 下次主辦社土城扶輪社社長洪俊傑 Sumi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張正鳴 Jason 上

台邀約九扶輪社明年再相聚。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吳俊德 David 致謝

詞，並於 13:00 鳴鐘閉會。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10月1日(星期二)11:30報到、12:00開始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2樓        

 

 

 

 
 
 
 

 

 

社長 Jason 與八扶輪社社長一同致贈主講者小社旗      社長 Jason 與土城社邀約明年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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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地    點：凱達大飯店三樓(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 

三、出    席：應出席16位，出席15位、缺席1位，列席2位。 

所 屬 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林傳傑      詹智民 

板橋北區社     鄭明煌      劉晁至 

板橋東區社     張正鳴      徐明偉 

板橋南區社     吳俊德      賴英弘 

板橋西區社     黃瑞桐      郭聰興 

板橋中區社     王玉玲      蕭明珠 

板橋群英社     陳冠婷       

新北光暉社     黃騰文      高翊紘  

四、列    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明理A.G.Ali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陳柏壽D.V.S.Norman 

五、主    席：板橋扶輪社社長林傳傑P.Michael、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張正鳴P.Jason 



記    錄：板橋扶輪社秘書詹智民S.Service、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徐明偉S.Benson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林傳傑P.Michael下午四時三十分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扶輪社社長林傳傑 P.Michael 致詞：很高興主持本次聯誼會，請大家踴躍發言， 

以達成決議。 

<二>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張正鳴 P.Jason 致詞：今日議題較少，請大家暢所欲言。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明理A.G.Ali致詞： 

(1)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全球獎助金-烏來地區家用自來水接管計劃，目前的進度等施工

廠商(板橋南區扶輪社社友吳輝平Eric)估價後再呈報RI。 

(2) 10月16日(星期三)「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假桃園高

爾夫球賽舉行，目前報名人數為65位，請各社再踴躍報名。 

(3) 11月28日(星期四)「地區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根除全球小兒麻痺暨腎臟病防治篩

檢宣導服務計畫」假台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歡迎各社一同來參與這場專業的音

樂會。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陳柏壽D.V.S.Norman致詞：地區總監張秋海D.G.Audio為鼓勵更多

社友能參與此次活動，捐贈美金1,000元指定至【慢性腎臟病篩檢計畫】專案即享有

15張音樂會入場券之外，各社可依扶輪基金捐獻總額計算，每1,000元美金，可再獲

得15張音樂會入場券。請大家一起索票入場觀賞這部大型的中文史詩音樂劇「秦始皇」。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

國109年1月3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假海釣族(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舉行。 

說  明：此次由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決  議：通過，但會議時間更改為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請主辦社寄紙本公文 

通知大家。 

十、臨時動議： 

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Linda建議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的主辦社先幫忙分組，讓各社社友能充份交流聯誼。 

十一、活動報告： 

(1) 感謝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黃瑞桐P.Kodomo今日贊助三瓶威士忌。 

(2)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長鄭明煌P.Sony與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Linda共同邀請 

各社用扶輪基金指定捐款參與「全球獎助金-台灣C肝篩檢活動」計劃，此計劃將受惠 

雲林偏鄉地區的八仟位民眾，總經費約新台幣三百萬元。 

(3)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長鄭明煌P.Sony建議各社鼓勵社友到友社演講，可以擴展扶輪友

誼。 

(4) 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玲P.Linda與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陳冠婷P.Jetina，再次邀

約各社踴躍參與11月17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假中和烘爐

地舉行。 

(5) 明年度1月7日(星期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由 

板橋南區扶輪社與板橋西區扶輪社合辦，希望大家推薦優秀主講者給主辦社。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圓滿結束，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張正鳴P.Jason宣佈散會。 



秋季旅遊-花蓮理想大地二日遊剪影 

時間：9月 28 日(星期六)-9 月 29 日(星期日) 

 
 
 
 
 
 
 
 
 
 
 
 

9/28 地景公園                                9/29 台開心農場 
 
 
 
 
 
 
 
 
 
 
 
 

9/28 慕谷慕魚(翡翠谷) 
 
 
 
 
 
 
 
 
 
 
 
 
 
 
 
 
 
 
 
 
 

 

 
9/28-9/29 住宿花蓮理想大地飯店、竹笩導覽、DIY 披薩、花草拓印筆印本 



本週節目 

十月十九日 

第 1690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六日 

第 169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01 日 第 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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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名 

出國人數：                    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David、Kay、Kenny、

Mars、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rchi、Obama、Stoc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0 月 01 日 第 1688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5,200

Tom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310,400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夫人(41.10.20) 

吳得利社友夫人(54.10.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俊哲社長當選人(106.10.22)2 年 

 

社區服務- 

用愛擁抱生命音樂晚會 
第 6 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希冀喚起國人對

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建立國人心理

健康，也讓更多人可以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

題等，藉由演唱會音樂分享之形式，傳遞善

與愛的正面力量。 

日期：10 月 20 日(星期日)13:00 入場、 

14:00 開始、17:30 結束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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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17 日(星期日) 

08:00 報到、08:30 開始 

*地點：中和烘爐地活動中心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