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23 日  第 1695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作家 黃正昌先生、力象室

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文章

先生(Decor)、社長 Jason 夫人邱碧霞

女士、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

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Junior 夫人江琇珍

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月光小夜曲」、「恰似你

的溫柔」。 

敬祝 Junior、P.P.Tea、P.P.Stock 夫

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and、P.Jason、P.P.Eric、

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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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P.P.Tea 致贈社友農民曆。 

(2) 感謝社長夫人碧霞準備餅乾、巧克

力分享與會人員。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問委員會，敬

請各位 P.P.留步參與會議。 

(4) 社友 張宏陸(Aero)競選總部成

立，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上午

九時假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97

號舉行。 

(5) 愛的輪轉秦始皇音樂劇，謹訂於十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假

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 

(6) 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謹訂於十

二月一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五十分 

假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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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前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正昌先生 

曾任：海洋生物科技總經理 

Shopping More 網路商城總經理 

六福村餐飲集團創意總監 

現任：知名作家、合唱團男高音、業餘 

魔術師、模仿秀達人、亞東劇團 

專業演員 

榮譽：2011 著作⚜30 秒打動人心說話術 

（說話類第一名） 

2015 著作⚜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2017 著作⚜愛藏在這裡，通往幸 

福的人生潛規則 

2019 著作⚜教養相對論：先懂孩 

子再懂教 

教養相對論：先懂孩子再懂

教 

 

 

 

 

 

 

 

 

 
 

作家 黃正昌先生 

彼此尊重 

我們常在尋求關於教養的解藥，但其實教養純

粹是生活的累積、生命的軌跡，大人把自己的

經驗，延伸示範讓孩子參考、甚至影響，所謂

教養，不過是大人對自己的鏡面反省，孩子從

來只是跟著熟悉的大人，揣摩一動一靜而已。  

生活的困難，來自生命的困難，成年的問題來

自年青的自己。 

所以我常和手足無措的父母說：何必看別人怎

麼教養孩子，看清楚自己，絕對比看別人的好！

看清楚自己，是不是爭強好勝，看清楚自己，

是不是隨遇而安，看清楚自己，是不是無慾無

憂，看清楚自己，是不是汲汲計較，看清楚了，

再對自己的孩子對症下藥。 

教養啊教養，其實大人教養的都是內心深處的

那個自己...... 

有時父母犯錯，不是不愛孩子，只是因為不知

道有更好的方式，所以沒有學習就生孩子，是

孩子的災難，生了孩子還不學習是孩子的末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黃老師之精

彩演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地區總監提名人 黃文龍

D.G.N.Wood 宴請全體社友

伉儷 

時間：12 月 8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四合一 

慶祝表揚大會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四) 

16:00 報到聯誼 

16:30 會員代表大會(3 樓) 

17:00 慶祝大會(5 樓) 

地點：高雄林皇宮飯店 

(高雄市博愛二路 99 號) 

 

第 33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二)11: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悅.市集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 號) 



第 33 屆顧問委員會 

一、時間：11 月 23 日(星期六)14: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黃伯堯 

五、出席：邱明政、郭道明、葉進一、薛松茂、吳振斌、王世原、黃文龍、郭昭揚、洪敏捷 

          黃伯堯、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江基清、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劉炳宏 

          羅致政、林振哲 

六、列席：張正鳴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二一-二○二二年度(第三十五屆)社長提名人徐明偉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友黃俊哲因個人生涯規劃請辭二○二○-二○二一年(第三十四屆)社長當選人乙職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二○二○-二○二一年度(第三十四屆)社長當選人人選。請討論。 

決  議：召開第二次顧問委員會時再行討論。 

扶輪資訊〝扶輪社模式〞        ~截取至 11 月份臺灣扶輪月刊 

所有的扶輪社模式每月至少例會 2次。除了扶輪青年服務團之外，所有現職社員每年要繳交 68

的會費，列入國際扶輪資料庫統計，並享有投票權。 

扶輪社模式 說明 吸引的對象 
創社社員
人數下限 

傳統扶輪社 為服務、人脈，及個人成長定

期例會的專業人士及有抱負的

領導人士 

尋找人脈、服務機會、及傳統

的人士 

20 

衛星扶輪社 由傳統扶輪社輔導，但有自己

的例會、計畫、細則，及理事

會的扶輪社 

想要與當地傳統扶輪社不同的

扶輪社經驗、例會模式或時間

的人士 

8 

網路扶輪社 主要透過網路例會的扶輪社 經常旅行、個人行程難以親自

與會、或偏愛網路經驗的人 

20 

護照扶輪社 允許社員每年只要參加自己扶

輪社指定次數的例會亦可出席

其他扶輪社例會的扶輪社 

經常旅行的人士，或是喜歡嘗

試各種扶輪社經驗、會見新朋

友的人士 

20 

企業扶輪社 社員(或多數社員)受雇於同一

僱主的扶輪社 

想要一起在社區行善之某組織

的僱員 

20 

意義基礎扶輪社 社員熱中某一特定意義基礎，

將服務行動的焦點置於該領域

的扶輪社 

想要解決特定問題，同時也與

他人建立關係的人士 

20 

前受獎人扶輪社 社員(或多數社員)都是扶輪或

扶輪基金會計畫前參加者的扶

輪社 

曾參與過扶輪社之外之扶輪活

動的人士 

20 

扶輪青年服務團 成員年齡在 18 到 30 歲之間，

由某扶輪社輔導經常與該社合

作推行計畫 

想要服務社區、培養領導及專

業技能，並以服務為樂的年輕

人 

無 



本週節目 

十一月三十日 

第 169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七日 

第 169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3 日 第 169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Frank、

Kay、Kenny、Mars、Obama、Stone、

Taylor、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Will 

 

3490 地區寶眷聯誼會 

時間：12 月 4 日(星期三)10:00-15: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7樓香蘊廳 

 

 

敬祝 生日快樂! 

林忠慶社友(49.12.01)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總監提名人(65.12.06)43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1 月 23 日 第 169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24,400

Al 6,000 Leo 3,000

Benson 1,000 Life 1,000

Cathay 2,000 Lobo 1,500

Coach 1,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2,000 Sky 2,000

First 1,000 Smile 4,000

Jack 1,000 Stock 4,000

James 1,000 Sun-Rise 2,000

Jason 5,200 Tea 7,600

Jey 1,200 Trading 2,000

Junior 3,000 Wood 2,000

King 1,000 何文章 1,000

小計：     $60,500 總計：    $684,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47,300

Dental 5,200 Smile 5,200

King 5,200 Trading 5,200

Sky 7,700 Wood 5,200

小計：     $33,700 總計：    $58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