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3月 14 日  第 1711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郭林美惠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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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

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Taylor、Mars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obo、P.E.Polo，結婚週年快

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堅持」、「恰似您的溫柔」。 

 出席劉孟賜 Bir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

會，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

會議。 

(2). 原訂四月十八日(星期六)-十九日

(星期日)假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

館舉行之地區年會，因新冠肺炎

疫情將延期舉行。 

(3). 2021 臺北國際扶輪年會，欲參加

之社友請於六月十日前上 RI 網站

登記繳納註冊費，註冊費早鳥優

惠價為每人 USD315.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時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郭林美惠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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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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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李盈小姐報告「Parapyruvate 在丙酸

鈣膳食補充品中的含量與其藉由抑制

KGDHC活性促進Hs68細胞衰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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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基於熱舒適度的熱影像感測複合型

燈具開發」。 

 社長張正鳴 P.Jason、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代表本社頒發二月、三月

份獎學金、小社旗予二位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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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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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捷、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羅國龍、吳得利、劉炳華、 

黃健豪 

六、列席：黃文龍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2第1718次例會，適逢五一勞動節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05/09第1719次例會，「上帝扭轉的人生」牧師 林慶台先生。 

05/16第1720次例會，「咖啡品味鑑賞」歐客佬精品咖啡執行長 王懋時先生。    

05/23第1721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5/30第1722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6第1723次例會，提前至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假新板希爾頓酒店舉 

行授證三十三週年慶典。 

06/13第1724次例會，「用影像提升形象」聲影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家毓先生     

        06/20第1725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06/27第1726次例會，適逢端午節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四月六日至四月十日組團訪問韓國水原長安扶輪社因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延期舉行 

。請討論。 

決  議：通過，延期舉行。 

第四案：原訂四月十八日(星期六)至十九日(星期日)假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舉行「國際扶輪 

三四九○地區第三十屆地區年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已公告延期舉行，屆時例會將 

安排專題演講。此外是否按照社友人數百分之百報名參加地區年會乙事。請討論。 

決  議：維持二月份理事會決議，社友自由報名參加。社內會支付全體社友基本費600元，並贊 

助要參加之社友伉儷每位報名費2,400元，但已報名而臨時不克出席者，則需歡喜報名 

費回社內紅箱。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慶祝授證三十三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假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目前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是否縮小慶祝規

模。請討論。 

決  議：本社2019-2020年度將簡化與友社授證往來，僅邀請貴賓以及新北市第二分區各社社 

長、秘書出席。 

第二案：2021臺北國際扶輪年會的早鳥優惠註冊費為每人USD315.(約台幣一萬元)，是否補助報 

名人員註冊費。請討論。 

說  明：(1)台灣向RI申請承辦臺北國際扶輪年會時承諾，台灣各社要有達75%的註冊人數。 

(2)早鳥優惠價格需在2020年6月6日-6月10日期間報名繳費，方可享有此優惠價格。 

決  議：為全力支持這場國際盛會，本屆第四期(4-6月份)社友應繳納社費通知單，將加收每位 

社友世界年會報名費六千元，差額部份將由歷屆結餘支付。 

此外為鼓勵社友夫人參與此國際盛會，報名之社友夫人只要繳納報名費三千元，差額 

部份將由歷屆結餘支付。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3月 14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郭林美惠冠名博士班學生-李盈小姐                   碩士班學生-潘國勳先生 

 

捐給扶輪基金會的五個理由 

1.財務負責-扶輪基金會的財務負責度及透明度讓扶輪基金會連續 12 年獲得獨立的評鑑機構

「慈善導航家」的最高評價-四星評等。基金會有超過 90%的資金都直接用於計畫。 

2.影響力-例如根除小兒麻痺計畫配配合比爾蓋茲基金會。 

3.成功的紀錄-例如小兒麻痺即將根除，還有 2014 年伊波拉病毒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4.擴及全球-我們有 120 萬名社員遍及全球，從厄瓜多爾教導兒童閱讀到印尼的小額貸款計 

畫，找出當地的需求並採取行動。 

5.促進和平-和平在扶輪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也包括貧窮，不平等、種族緊張、缺乏教育及資源分配不均。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一日 

第 17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鄭德文 P.P.Just 

主  講  者：高爾夫球教練 楊之華小姐 

講      題：高爾夫教學的進化與變革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八日 

第 171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14 日 第 171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74,500

Al 1,000 Lobo 3,000

Benson 1,000 Polo 3,000

Coach 1,000 Roberta 1,000

ENT 4,000 Shige 1,000

Hero 2,000 Stock 2,000

Jack 1,000 Taylor 3,000

James 1,000 Tea 1,000

Jason 3,000 Trading 2,000

Jey 1,000 Will 1,000

Life 2,000 Wood 2,000

小計：    $36,000 總計：   $1,110,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49,560

Archi 5,200 Junior 5,200

Benson 7,700 Lobo 7,700

ENT 7,700 Stone 5,200

小計：     $38,700 總計：    $888,260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40 年 

許家榮社友(89.03.27)2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14 日 第 171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6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Dental、

Decor、Frank、George、Kay、Kenny、

Land、Leo、Mars、Master、Obama、

Sky、Stone、Tetsu、Tiger 
 

社長當選人 吳得利Polo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3月22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2樓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5月9日(星期六)09:00報到-5月10日 

(星期日)16:25結束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參加：吳得利P.E.Polo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