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6 月 13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江基清、洪敏捷、葉進一、劉炳宏 

黃伯堯、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林振哲、黃俊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來賓錢都餐飲連鎖企業總經理 張 

榮智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 

七月五日(星期日)新舊任社長、職 

員交接典禮時舉行入社儀式。 

 
例 會 記 要 

6月 13 日  第 1724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聲影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家毓

先生、錢都餐飲連鎖企業總經理張榮智先

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可憐戀花再會吧」、「誰人甲我比」。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代理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

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前往 P.P.King 岳母林媽郭老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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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前上香，謹訂於下午三時請大家

自行開車前往：新北市板橋區光武

街 110 巷 49 號 1 樓。 

(3) 年度即將結束，尚未繳納社費之社

友請儘速繳納以利社務運作。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歡喜紅箱時間。 

 社友許國騰 Life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家毓先生 

出生：67 年 7 月 20 日 

學歷：政治大學新聞系 

曾任：商業周刊 資深攝影記者 

數位時代雜誌 攝影記者 

現任：聲影有限公司負責人 

用影像提升形象 

 

 

 

 

 

 

 

 
 
 

聲影有限公司負責人 張家毓先生 

現況 

手機~改變了人與人溝通~視覺溝通 

(感動故事：看到長輩用 LINE 傳來的影片，

長年在外國打工的東南亞的爸爸，裝扮成是

餐店服務員，幫妻子和兒女送餐服務) 

無論製作成本高低，影音總是能有效地打動

我們。 

我的背景 

在商周近 10 年的平面攝影，看到影音興起，

感覺到一種機會，也更貼近自己希望的，透

過影音拍攝過程，工作上：人與人更深刻的

紀錄往來。 

提出聽眾的目的： 

想與公司同仁溝通理念 

公司業務上的行銷影音 

做了回饋社會的事，想邀請更多人加入 

留下多年努力奮鬥的里程碑紀錄 

在這個時代，透過小小的手機屏幕，影像能

觸動我們，當然也能利用影像，來決定我們

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使用影音的時機 

複製傳播(傳送給意想不到的對象) 

留下時光記錄 

今日主軸： 

一種真實記錄的影像故事 

類似一條視頻，訪談的視頻 

另一種模式是廣告、演出的型態，有一個概

念~然後設計拍攝出很好的故事。 

今天談論我比較擅長的紀錄拍攝型態，主要

就是從真實的故事，擷取出我們想傳達，又

好看的影片。 

方式：沒有記者、主角說故事。 

影像的優點：運用影音相乘的力量，將觀者

帶入情境，人與人相互理解的最佳媒介。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張家毓先生精

彩分享。 

 糾察江基清 P.P.Al 有事先離席，由前社

長 P.P.Eric 代理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入

金額。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扶輪訊息~扶青社 

2019-20 年國際扶輪理事會第三次會議於 2020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 

敦的國際扶輪世界總部舉行。 

訂定了一套扶青社(Rotaract clubs) 的每年每人平均會費架構，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 

，以大學為基礎的扶青社每人會費為 5美元，以社區為基礎的扶青社每人會費為 8 美元， 

並同意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取消新扶青社 50 美元一次繳清的授證費。 

釐清自 2019 年 10 月起關於扶青社年齡限制的決議，並因應扶青社社員的反饋意見與調查 

資料，同意扶青社可以，但非必須，設定年齡上限，但前提是該社（根據其章程）獲得其 

社員與輔導社一致同意（如果可行）。 

 

2021 台北國際年會標誌及主題 

Logo & Theme 
 

 

 

主題：感受台北的活力 

Feel the Energy in Taipei 
 

 

友社授證、交接典禮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3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 樓如意廳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7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9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廳 

【板橋扶輪社第 54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圓滿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新任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 3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喜來登飯店 B2 祿廳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日 

第 172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七日 

第 1726 次例會 

適逢端午節假期, 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節目預告 

七月四日 

第 1727 次例會 

【第 33 屆、34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

禮】 

時間：7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 B廳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文龍總監名人夫人(44.06.20)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陳世君社友(104.06.21)5 年 

蕭慶安社友(70.06.22)39 年 

劉炳宏前社長(74.06.25)3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13 日 第 172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David、Decor、Frank、

Kay、Kenny、Leo、Mars、Otoko、

Stone、Taylor、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13 日 第 172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77,300

Al 600 Obama 2,000

First 2,000 Tea 600

Jason 1,000 Tetsu 4,000

Masa 600 Trading 1,000

小計：    $11,800 總計：   $1,289,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78,560

Alan 5,200 Kay 5,200

Cathay 5,200 Obama 5,200

Coach 5,200 Stone 5,200

Eric 5,200 Tetsu 7,700

First 10,200 Tiger 5,200

Just 5,200  

小計：     $64,700 總計：  $1,243,260

 

前社長 王世原(P.P.King) 

岳母林媽郭老太夫人告別式 
*時間：7月 4 日(星期六)09:00 公祭 

*地點：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56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