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34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三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四屆(2020-

2021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

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

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人、

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將再

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後，馬上召開理

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聯合例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二) 

          11:00 註冊、11:3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 樓 

  主講：恩智浦半導體副總裁暨高雄廠區 

總經理 張玉琳先生 

講題：5G–萬物互聯的新時代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 3日(星期五)16:30 註冊、17:00 開始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張正鳴 Jason 伉儷、徐明偉 Benson 伉儷、吳得利 P.E.Polo、林振哲 I.P.P.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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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21 日  第 1699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中央警察大學警監高志斌先

生、助理張家榕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長吳昕蓓小姐、秘書沈彥廷先

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世界第一等」、「朋友」。 

敬祝 P.P.Mast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James 結婚 51 週年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小

姐致詞：十二月一日我們參與新北市家

扶中心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活動，當天

我們將義賣收入 5,430 元，現場捐贈給

新北市家扶中心做為弱勢家庭的扶助

金。 

 社長張正鳴 P.Jason、青少年服務主委

翁仁禮 Le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上半

年度經費五萬元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

團。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

校學生 420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二

時十分假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舉

行。*敬邀社友寶眷共襄盛舉。 

(2).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第 1700

次例會，為常年大會選舉第 34

屆理事當選人，敬請全體社友務

必撥冗出席。 

(3). 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一月

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一時假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為統計中午用餐

桌數，敬請全體社友盡速登記報

名。 

 代理糾察謝堂誠 P.P.Land 進行本週歡

喜紅箱。 

 前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介紹主講者：

姓名：高志斌先生 

出生：46 年 11 月 22 日 

學歷：美國愛荷華州私立柏林頓大學企 

業管理碩士、哲學系博士 

曾任：內政部全國治安民調委外評議委 

員、警政署治安顧問、行政院研 

考會諮詢委員…等 

現任：中華民國勞動部勞訓講師、中央 

警察大學警監…等 

從三國演義談領導統御 

 

 

 

 

 

 

 

 

 
 

中央警察大學警監 高志斌先生 

談起領導統御很多人覺得很抽象，但是

縱觀古今歷史人物與企業家，被後人記憶最

深刻的，的個人領導統御風格，以三國時代

為例，魏、蜀、吳三國，除了主事者的人格

特質外，都與他們同時都具備了獨特的領導

風格與洞察大勢的眼光有關。 



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過「真正出色

的領導者，絕非事必躬親，而是知人善任，

特別是敢於起用比自己更優秀的人才。如果

高層領導者事無巨細，一率包攬，那只能成

為費力不討好的雜工式的領導者」。 

故而用人要擇其長，避其短。要善於同各種

人相處、共事，發揮他們的長處，制約他們

的短處，改造他們的不足，調動一切積極因

素。這要求領導者要有寬闊的胸懷和處理複

雜人際關係的能力，化腐朽為神奇。 

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

替。」瞭解歷史，讓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尤

其我們必須要瞭解「歷史給我們最大的教訓

就是我們沒有學會教訓」而在閱讀歷史時，

若能和今日社會環境做個對照，讀起來歷史

會更加有趣。如此，歷史才是活的；否則，

不過一些過往人物發生的事蹟罷了！ 

 社長張正鳴P.Jason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高教授精湛演說。 

 代理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例會

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大規模獎助金計畫 PROGRAMS OF SCALE GRANTS 

                                                        ~截取至 12 月份扶輪月刊 

大規模獎助金計畫是一種競爭性獎助金類型，透過根據證據而進行的永續干預措施，可衡量

的結果及影響，來因應大片地理區域和／或大規模人口的社區所確認的需求。這些獎助金支

持與扶輪一個或多個焦點領域保持一致的長期(3-5 年)活動。 

透過大規模獎助金計畫，扶輪可以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並與已經辦理行善工作的其他組織合

作，從而對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產生更大的影響。然後，我們可以指出那種影響力來影響政

策，擴大及加強我們的服務網絡以及服務結果。 

關鍵的獎助金要素 

成功的計畫應與扶輪合作，讓多個單位(例如，非政府組織【NGO】，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

參與。他們的影響範圍可以是國際性、全國性、地域性或地區性範圍。扶輪社員的參與也

應明確規定。 

大規模獎助金計畫將獎助 2到 3百萬美元之間的金額，但申請人的預算可能會超過該金

額。儘管除了申請獎助金外，並不規定扶輪社員必須出資，但非常期盼扶輪社和非扶輪社

提供額外資金／資源，以補充基金會的資金。 

大規模獎助金計畫的提案必須是一個從概念到實施的完整擬定的計畫，包括基準數據和持

續的監測和評估計畫，以反映出扶輪社，非政府組織，政府單位或私人機構成功實施的活

動。新的和未經測試的活動不符合條件。這些活動應該是具有類似需求的社區可以調整運

用的活動。 

大規模獎助金計畫頒給扶輪社或地區，但接受者必須與夥伴組織合作實施。這些獎助金不

需要國際性的扶輪夥伴。 

【如果申請大規模獎助金計畫】 

扶輪基金會將從 2020 年 1 月開始以競爭性，兩步驟，從提案到申請的程序，每年獎助一到

兩個獎助金。將邀請最優提案的申請者提交申請計畫。申請計畫將更加詳盡周全，有機會詳

細說明提案內容。執行夥伴將能夠在與扶輪夥伴合作下完成提案和申請。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將在其 2020 年 10 月/11 月的會議上頒發第一筆獎助金。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 1700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一月四日 

第 17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世君 Jey 

主  講  者：台灣高山醫學權威  

王士豪醫師 

講      題：瘋高山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俊麟社友(100.12.30)8 年 

王文霖社友(81.12.31)2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1 日 第 169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ecor、Dental、

Frank、Kay、Kenny、Mars、Obama、

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12 月 21 日 第 169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95,600

Benson 1,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2,000

David 4,000 Masa 1,500

ENT 1,000 Otoko 1,000

George 200 Polo 2,000

Hero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5,100 Shige 1,000

Jason 3,000 Sky 2,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ill 1,000

小計：     $33,800 總計：    $829,400

 

扶輪訊息 

社員之頭銜及徽章 
~截取至 2019 年扶輪程序手冊 

第 1條 — 現職社員。社之每一現職社員

應稱作扶輪社員，授與佩戴國

際扶輪之徽章、名牌或其他標

誌之權。 

第 2條 — 名譽社員。社之每一名譽社員

應稱作名譽扶輪社員，只要該

名社員在該扶輪社內持有名譽

社員資格，應授與佩戴國際扶

輪之徽章、名牌或其他標誌之

權。 

第 3條 — 扶青社社員。扶青社之每一社

員應稱作扶青社社員，授與佩

戴扶青團之徽章、名牌或其他

標誌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