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9 日  第 1690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感謝秘書 Benson、職業主委 Taylor 在

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七日安排了精彩的

職業講座和職業參觀，大家獲益良多。 

也祝福社友 Polo 伉儷，參加十月二十六

日-十一月三日根除全球小兒麻痺單車

公益環島活動平安順利。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來賓羅致政服務處主任張樹根先

生、羅致政服務處助理吳希賢小姐、小

林髮廊重慶店實習店長吳姿吟小姐、廣

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彭綉娟

小姐、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游冠倫先生、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領組黃庭毅先生、美加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設計師林紀緯先生、美加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副理廖群復先生、美加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後勤資深人員陳珮甄小

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P.Tea 夫人、社友 Polo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P.E.Tetsu 結婚 2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感謝您的愛」、「城裡的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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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社區服務-用愛擁抱生命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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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十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二

時假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

行。敬請社友寶眷踴躍索票參加。 

(3) 10-12 月份繳費通知單已放置名牌

架上，敬請各位社友攜回於下次例

會攜帶費用繳納。 

(4) 第三次爐邊會議，謹訂於十一月十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彭園湘

菜館(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39 號 4 樓)舉行。 

(5)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活動，謹訂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為統計中午用餐桌數，敬請全體 

社友寶眷儘速登記。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邀請雇主們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 

蹟，在委由社長張正鳴 P.Jason 與職業主

委黃健豪 Taylor 代表本社頒發獎狀、禮

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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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江基清 P.P.Al 有事先離席，委由張

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0 月 19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葉進一、劉炳宏 

黃伯堯、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林振哲、劉炳華、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2 第 1692 次例會，「令人天旋 

地轉的暈眩症」亞東醫院 急診室 

護理師 馬德慧小姐。 

11/09 第 1693 次例會，「認識失眠 

及治療」亞東紀念醫院 神經醫學 

部主治醫師 郭蔭庭先生。 

11/16 第 1694 次例會，延至 11 月 

17 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 

扶輪社聯合登山」上午八時假中和 

烘爐地舉行。 

11/23 第 1695 次例會，「上帝扭轉 

的人生」牧師 林慶台先生。 

11/30 第 1696 次例會，社務討論 

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學生。請 

討論。 

說  明：國立台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生醫電

子與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學

生林豐正先生、中山醫學大學營養

所健康管理學院營養學系博士班三

年級學生李盈小姐、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所碩

士班二年級學生潘國勳先生、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應用媒體

藝術組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商寧真小

姐、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

班二年級學生李柚蓁小姐、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

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許芳綺小

姐 

決  議：通過，推薦四位碩士班學生、二位 

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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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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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Jason 與職業主委 Taylor 代表本社頒發獎狀、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六日 

第 169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日 

第 169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伯堯 P.P.Jack 

主  講  者：亞東醫院急診室護理師  

馬德慧小姐 

講      題：令人天旋地轉的暈眩症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9 日 第 169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d、

Frank、Kenny、Leo、Obama、Stone、

Tetsu、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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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0 月 19 日 第 169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52,800

Al 2,000 Lobo 1,000

Benson 4,000 Mars 1,0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Dental 2,000 Master 3,000

Eric 4,000 Polo 3,000

First 3,000 Roberta 1,000

Jack 2,000 Shige 1,000

James 3,000 Sky 2,000

Jason 5,000 Stock 5,000

Jey 1,000 Taylor 6,000

Junior 2,000 Tea 3,000

Just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ill 6,000

Life 1,000  

小計：     $68,000 總計：    $520,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10,400

Aero 5,200 Land 5,200

Alan 10,400 Life 5,200

Benson 7,700 Mars 5,200

First 10,200 Polo 7,700

Hero 7,700 Will 5,200

Justice 5,200  

小計：     $74,900 總計：     $385,300
 

扶輪網站 

全世界 122 萬扶輪社員有一個共同的家，

那就是國際扶輪網站 Rotary’s Website：  

https://www.rotary.org 

 國際扶輪於 2013.08.26 啟用全新網

站，鼓勵每位扶輪社員到扶輪網站開立

自己的帳戶，閱讀最新扶輪新聞並利用

許多線上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