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一期 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九日出版 2020/May/9 Vol.33  No.31 



例 會 記 要 

3月 21 日  第 1712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主講者高爾夫球教練楊之華小姐、

財經顧問陳佳宏先生、社長 Jason 夫人

邱碧霞女士、秘書 Benson 夫人林燕妮女

士、 

社長當選人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Hero 夫

人董秀琴女士、Junior夫人江琇珍女士、

秘書 Benson 公子徐士弘先生、領唱老師

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Dental 夫人、Justice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P.P.Just、Will，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大家攏嘛好作伙」、「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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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臺北國際扶輪年會註冊費早

鳥優惠價為每人 USD315.(約台幣

一萬元)，為鼓勵社友夫人參與這

場國際盛會，理事會決議社友夫

人報名只要繳納三千元註冊費，

差額將由歷屆結餘補助。 

*敬請有興趣之社友夫人於三月三 

十日以前登記報名並繳納費用。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 2020-2021

年度第三十四屆第二次理事籌備

會議，敬請第三十四屆理事當選

人留步參與會議。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時間。 

 前社長鄭德文 P.P.Just 介紹主講者： 

姓名：楊之華小姐 

學歷：台北市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 

所碩士 

曾任：13 歲至 18 歲為新豐球場培訓選 

手 

現任：高爾夫球教練  

榮譽：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Ｂ級教練、 

美國ＴＰＩ一級認證、Sam Putt  

Lab 超聲波推桿檢測認證 

高爾夫教學的進化與變革 

 

 

 

 

 

 

 

 

 
 

高爾夫球教練 楊之華小姐 

揮桿動作並非只能有一種方法 

對於每個球員而言，最高效的揮桿並不相

同，因為高效率獨屬於他們的身體。 

透過各種專業教具增強回饋感受 

您都如何練習？ 

技術練習：以擊球或動作的正確度為優先

衡量練習表現的好壞，變化性少，注重單一

技巧或動作，專注於方式或過程為主的練

習，擊球數量多。 

循環練習：單一元素的變化練習，以擊球結

果為優先衡量練習表現的好壞，擊球數量

較技術練習少。 

綜合練習：多個元素的變化練習，以擊球結

果為優先衡量練習表現的好壞，擊球數量

較循環練習少，訓練判斷能力與應變能力。

（元素：球桿、距離、方向、球路、高度、

後旋、球位、斜坡） 

成為”專家“需要的時間 

十年(10,000 小時)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楊教練精彩演

說。 

 代理糾察陳世君 Jey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

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第三十四屆(2020-2021 年度)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 

一、時間：3月 21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得利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吳得利、 

陳萬祥、林振哲、李榮鏗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2020-2021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20-2021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秋季旅遊花蓮二日遊，謹訂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十一月八日(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援往例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3 月 21 日(星期六)14:15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徐明偉、洪敏捷、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翁仁禮、羅國龍、吳得利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專家預估新冠肺炎疫情未來兩週將是關鍵期，為了減少群聚感染是否休會。請討論。 

決  議：3/28 第 1713 次例會，原訂社務討論會，休會乙次。 

四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4 月 18 日(星期六)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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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進一、黃伯堯、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 

林振哲、劉炳華、黃健豪、黃俊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三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六日(星期一)理事通訊會議討論，根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狀況，清明節假期後又是另

一波疫情的高峰關鍵期，為了避免群聚感染，是否繼續休會。請討論。 

說  明：04/11(星期六)第 1715 次例會，因應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04/18(星期六)第 1716 次例會，因應疫情影響，休會乙次。 

04/26(星期日)第 1717 次例會，因應疫情影響，取消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原訂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 

，因新冠肺炎疫期影響取消。請討論。 

決  議：第五組爐主分攤款照收，但改以爐主名義採購禮券致贈社友(每位二千元)，若有不足額部 

份由社內補貼。 

第四案：第三十屆地區年會改為錄影播出方式，每人應繳基本費為 600 元，報名註冊費每人為 500 

元(年會提袋、手冊及年度主題大浴巾)。請討論。 

決  議：照地區建議，報名社員人數之 60%。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根據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政策建議，室內集會人數需控制在 100 人，本社五月三十一日(星

期日)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授證 33 週年紀念晚會」規模是否要再精簡。請討論。 

決  議：人數控制在 100 人，與飯店商討改用位上套餐，每桌人數約坐 8位即可。 

第二案：5/23(星期六)第 1721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因取消合唱表演節目，是否改安排專題演講。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30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會議案共有六案。請討論。 

提案一：2020-2023 年度立法會議代表，提請通過。 

說  明：依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0-2023 年度立法會議代表會議由所有前總監擔 任委員， 

並通過由前總監李進賢 PDG E.N.T.擔任 2020-2023 年立法會議代表，請各社同意。 

提案者: 地區總監 張秋海 DG Audio 

決  議：同意。 

提案二：2018-19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過。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5.060.4-地區年度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 有權派一名代 

表出席，且提早 30 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 地區會議，提交討論及通 

過。如未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題與社 

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投票權。 

提案者: 甫卸任總監 蔡志明 IPDG Li-Shin 

決  議：同意。 

提案三：2020-21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為所有前總監，提請決議。  

說  明：1.為確認委員會委員，特提此案。 

2.維持本地區傳統，所有前總監為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之委員。  

提案者：總監當選人 陳向緯 DGE Brian 

決  議：同意。 

提案四：本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方式參照 扶輪細則 12.040、12.050.，由各社直選 方式產生，提 

請通過。 

說  明：1.提名方式:本地區總監提名程序以本地區前總監協會所議定分區輪序之扶輪社推薦總監 

提名人，若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參選地 區總監提名人，推舉總監 

提名候選人。 

2.選舉方式:參照國際扶輪細則第 12 章總監之提名與選舉，12.040.社投票選舉總監、 

12.050.社投票程序，由各社投票決定總監提名人。  

提案者：新北卓越社 



決  議：不同意。 

提案五：建議限制 RI 社長國籍，每五年同一國籍不得超過一位，提請通過。  

說  明：1.國際扶輪發源於美國，社員人數是全球最多，捐款也是第一。理應保障美國人擔任 RI 

社長的人數和比例。 

2.數十年來每隔二年即有一位 RI 社長為美國籍，對其他 200 多個國家扶輪社比率太過 

懸殊。對扶輪的多樣化發展是個阻礙。 

3.現今美國的社員約 30 萬人，而全球扶輪社員數有 120 多萬人，扶青團員改為社員 25  

萬人，共 145 萬人，約 1/5。因此希望將現行美國籍擔任社長的輪序由每 3 年一位改 

為每五年一位。即每 5 年不得超過一位以符合現況。 

提案者：板橋北區社 

決  議：同意。 

提案六：建議扶青團加入扶輪社，其社員 RI 會費前 3 年免費，第 4-8 年會費減半，第 9 年恢復

正常，提請通過。 

說  明：1.去年立法會議扶青團已正式納入扶輪社。 

2.為了鼓勵扶青團願意改變成為正式扶輪社會員。調整收費將可增加其意願，也將大大改 

善扶輪年輕化。 

提案者: 板橋北區社 

決  議：不同意。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5月 9日(星期六)08:45 報到-18:00 結束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參加：黃文龍 D.G.N.Wood、吳得利 P.E.Polo 

 

第 30 屆地區年會錄影 

*時間：5月 13 日(星期三) 

*地點：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第 30 屆地區年會錄影播出 

*時間：5月 28 日(星期四)  
*地點：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份)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47,000

Alan 6,000 Sky 2,000

Kenny 6,000  

小計：    $14,000 總計：   $1,161,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03,860

Alan  5,200 Kenny 5,200

Dental  5,200 Sky 7,700

Eric 5,200 Trading 5,200

Just 5,200  

小計：     $38,900 總計：    $942,760



本週節目 

五月九日 

第 171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牧師 林慶台先生 

講      題：上帝扭轉的人生 

 

下週節目 

五月十六日 

第 172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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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1 日 第 171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10,500

Al 1,000 Justice 2,000

Benson 2,000 Leo 1,000

Cathay 1,000 Life 1,000

ENT 1,000 Lobo 1,000

Eric 500 Masa 1,000

Hero 1,000 Polo 2,000

Jack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hige 1,000

Jason 3,000 Smile 1,000

Jey 1,000 Will 2,000

Junior 1,000 Wood 2,000

Just 8,000  

小計：    $36,500 總計：   $1,147,000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邱顯清社友(40.04.20) 

劉炳宏前社長(47.04.21) 

黃俊哲社友(67.04.27)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黃文龍地區總監提名人(43.05.12) 

陳萬祥前社長(49.05.13)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郭金興社友夫人(46.04.02)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前社長夫人(51.04.04)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9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60 年 

周正義社友(86.05.05)23 年 

林聖家社友(104.05.12)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1 日 第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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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Coach、David、Decor、

Frank、Kenny、Land、Mars、Obama、

Otoko、Tiger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88,260

Smile 10,400 Tiger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903,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