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6 日  第 1691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國際扶輪 3750 地區 2021-2022 年

度總監提名人朴美妍女士(水原長安扶

輪社)、國際扶輪 3750 地區通譯委員會

委員社友張盛花女士(水原長安扶輪

社)、國際扶輪 3750 地區臺灣 3490 地

區姊妹地區委員長金鍾禮女士(SAE 安

養扶輪社)、國際扶輪 3750 地區 SNS 委

員長安美敬女士(安養 BONO 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小

姐、顧問張以柔小姐、秘書沈彥廷先

生、社區吳斐琦小姐、新團員馬晨睿先

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

您」、自選曲「青春嶺」、「恰似您的

溫柔」。 

 國際扶輪 375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總

監提名人朴美妍女士致詞：我們與貴

地區 3490 地區為姊妹地區，這是我第

三次來到台灣，今天可以參與貴社的

例會，我感到很榮幸，也希望有機會

能與貴社結為姊妹社彼此互相交流。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國際扶輪 375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總監提名人朴美妍女士小社旗、

紀念品。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

報告 9-10 月份活動回顧，10-11 月活

動預告並介紹新團員給 Uncle 認識。 

 代理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

會社友出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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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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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十一月二十三日第 1695 次例會，

邀請牧師林慶台先生蒞臨專題演

講，敬邀社友夫人一同聆聽。 

(3) 地區總監提名人 Wood 伉儷，謹訂

於十二月八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

板橋吉立餐廳二樓，宴請全體社友

伉儷。 

(4) 感謝社友 Life 致贈全體社友年

曆。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葉進一 P.P.First

主持，報告本年度社內已完成之服務項

目。D.G.N.Wood 也親自邀約社友伉儷 12

月 8 日一起到吉立餐廳聚餐，也分享他

組織地區團隊所碰到的困境以及需要大

家協助的部份，也簡單介紹欲與我們締

結姊妹社之韓國 3750 地區水原長安扶輪

社現況。 

【社員委員會】  

-目前社員人數 50 位，寶眷社友人數 47

位，留住率 95%。 

【服務計畫委員會】   

-社區服務-已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780,000 元。 

-社區服務-已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

士班學生 4位、博士班學生 2名。 

-社區服務-7 月 20 日社友認養家扶中心

貧困孩童共 12 位。 

-社區服務-12 月 1 日參與家扶中心寒冬

送暖園遊會設攤義賣。 

-社區服務-12 月 23 日圓夢計劃捐贈桃

園啟智學校孩童聖誕禮物 420 份。 

-社區服務-12 月 14 日圓夢計劃捐贈家

扶中心孩童聖誕禮物 100 份。 

-社區服務-10 月 20 日新北市生命線協

會就是愛 1995 音樂晚會。 

-青少年服務-8 月 24 日-8 月 25 日推薦

1 位青少年參加扶輪青年領袖營。 

-國際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八社共同申

請全球獎助金-烏來地區家用自來水接

管。每社美金 2,000 元。 

-國際服務-地區 WCS 計劃，緬甸甘妮小

學建校，共認捐台幣 40,000 元。 

-國際服務-地區申請全球獎助金-愛的輪

轉腎臟病篩檢防治計劃，D.G.N.Wood 指

定捐款美金 2,000 元。 

-國際服務-地帶研習會 11 月 29 日-12

月 3 日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D.G.N.Wood 一位報名參加。 

-國際服務-參與國際年會 6月 6 日-6 月

10 日於美國夏威夷舉行。6位參加。 

-職業服務-10 月 15 日參加客青設計行

銷高峰論壇。 

-職業服務-10 月 17 日參觀台中愛樂

OP1.建案、建豪印刷廠。 

-職業服務-10 月 19 日表揚 9位優良員

工。 

【扶輪基金委員會】  

-配合地區年度計劃基金(EREY)參與率

100%，本社每位社友美金 5元。 

-指定年度計劃基金美金 19,000 元。 

-指定全球獎金美金 4,000 元。 

-指定根除小兒痲痺基金美金 2,000 元。 

-指定永久基金美金 3,000 元。 

-巨額捐獻者 3位。 

【公共形象委員會】  

-10 月 20 日新北市生命線協會就 1995

音樂會海報。 

-板橋東區扶輪社網站、板橋東區扶輪社

facebook。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安排各行各業精英蒞臨專題演講。 

-9 月 1 日表揚社友子女金榜題名者。 

-9 月 28 日-9 月 29 日秋季旅遊-花蓮理

想大地二日遊。 

-三個月舉行一次內輪會。 

-每個月板橋東區扶輪社高爾夫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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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2021-22 年度 DGN 朴美妍女士暨地區職員蒞臨訪問 
時間：10 月 26 日(星期六)12:30                                     地點：社館 

 

 

 

 

 

 

 

 

 

 

社長 Jason 代表本社致贈 D.3750 地區總監提名人朴美妍女士小社旗、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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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早餐、毛巾 

08:30 開始登山 

09:30 團康活動、趣味競賽 

12:00 用餐 

*地點：中和烘爐地活動中心二樓 

 

職業服務-參加秘書Benson客青設計行銷高峰論壇 

時間：10月15日(星期二)09:30報到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誠樸樓)10樓國際會議中心 

由秘書Benson與黎明技術學院主辦首場產官學齊聚一堂的盛大高峰論壇，除了探討政府在近20年

來的設計教育推動之下，學生們多少都懂得創意發想，都可自稱是創意或設計家，但畢業後進入

社會創業，在百家爭鳴的背後，發現好商品似乎比比皆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賞、叫好不叫座者，

也大有人在。這次活動邀請到重量級嘉賓與專家以及產業界30家企業嘉賓，以論壇的型式傾聽業

者在各方市場的需求，也讓學生知識領域與體驗探索如同在迷途中給予燈塔般的指引。 

 

 

 

 

 

 

 

 

社長 Jason、秘書 Benson、職業主委 Taylor 與會人員和黎明技術學院校長林明方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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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一月九日 

第 169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邱明政 P.P.Masa 

主  講  者：亞東醫院神經醫學部 

主治醫師 郭蔭庭先生  

講      題：認識失眠及治療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6 日 第 169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right、Coach、

Frank、Kay、Kenny、Leo、Mars、

Obama、Stone、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avid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0 月 26 日 第 169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20,800
Al 1,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a 2,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 Sky 2,000
First 1,000 Stock 2,000
George 1,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aylor 1,2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ason 3,000 Will 1,000
Jey 1,000 Wood 2,000
Land 1,000  
小計：     $28,200 總計：    $549,000
 
扶青團 承上期：    $8,500
Eric 1,000 James 1,000
小計：      $2,000 總計：    $10,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85,300
Al 7,700 James 5,200
Cathay 5,200 Jason 17,000
ENT 7,700 Jey 5,200
Eric 5,200 Lobo 7,700
Fuku 5,200 Masa 5,200
George 5,200 Shige 5,200
Jack 7,700 Taylor 7,700
小計：    $97,100 總計：    $482,400
 

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競選連任總部成立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六)09:0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 28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