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2 日  第 1734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社

長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秘書 P.P.Sky 夫

人蔡麗娟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Eric 夫人黃

慧齡女士、P.P.Eric 千金張庭瑄小姐、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P.P.Hero 夫人董

秀琴女士、I.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

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社友 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社友Jey夫人陳佳珮女士、

領唱老師李潔亭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選

曲「感恩的心」、「我的一顆心」。 

 代理出席吳振斌P.P.Tea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九月五日第 1736 次例會，邀請社友

Daive專題演講「世界流行趨勢讓生活

更美好幸福」，敬邀社友夫人一同蒞

臨聆聽專題演。 

*欲參加之社友夫人，請向社長夫人登 

記報名。 

(2).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九月十五

日(星期二)中午十一時假台北新板希

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 

*目前報名人數為 41 位，尚未報名者 

請儘速登記，以利安排桌次。 

(3).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

題名，謹訂於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格萊天漾飯店舉行。 

 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皓翔仁先生 

現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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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簡談 

 

 

 

 

 

 

 

 

 
 

P.P.Eric 公子 張皓翔先生 

車架材質、特性 
鋼管車 
-優點：價格親民，路感Ｑ。 
-缺點：特規零件市場流通量少，有生鏽之疑慮，
性能方面無優勢。 
鋁車 
-優點：輕量，性價比高，車架反應直接。 
-缺點：路感偏硬，疲勞性差，耐用度相對低。 
鈦車 
-優點：不易生鏽，彈性好。 
-缺點：塗裝選擇不多，入手門檻高，冷焊問題
嚴重。 
碳車 
-優點：質輕，造型變化多，車種選擇多樣。 

-缺點：單點撞擊會產生裂痕，車架單價懸殊。 

車種用途、取向 
平路特點：騎姿較趴，管型設計以獲得空力
效益為主，通常搭配中，高框輪組，適合平路
及中長，距離騎乘，重量普遍偏重。 
長途特點：頭管偏長，整體設計以舒適，及
吸震為前提，騎姿較挺，通常會裝偏寬的胎以
適應不同的路面環境，騎乘時不會，太要求路
面鋪裝品質。 
登山特點：騎姿介於空力與長途車款之間， 
為求剛性，常採用壓縮車架的設計，零組件搭
配以輕量化為優先考量，常用於爬坡或混合
丘陵路段。 
計時、三鐵特點：一切以空氣力學為出發點
所設計的車輛，彎中反應速度慢，直線安定性
強，輪組部份通常會用上刀或碟輪，比較常在
賽場上見到他的身影。 

騎乘單車應有的基本觀念 
(1). 單車路權等同機車，勿騎上人行道。 
(2). 安全帽一定要正確的戴好。 
(3). 隨身攜帶水，些許現金和補給品。 
(4). 不熟的路段須謹慎騎乘。 
(5). 隨時注意路況及自身體能。 
(6). 夜間騎車要帶燈具。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

小社旗，感謝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精
彩分享。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二○～二○二一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五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三、出席：出席16位，列席4位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官永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郭宗霖 

板橋南區社前社長 張添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陳志誠 校長 
五、主席：板橋群英扶輪社長賴智弘P. Benny、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高翊紘P. Alan 
    紀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徐偉順S. Allen、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陳宏志S. Monga 
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賴智弘P. Benny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決  議：第二次：板橋社、板橋東區社主辦；第三次：板橋北區社、板橋南區社主辦； 
        第四次：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主辦。每次開會費用則由八社平均分攤。 



案由二：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由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報名費爰往例500元/人。  
決  議：謹訂於10月28日(星期三)舉行，委由板橋社P.P. Terry擔任此次高爾夫球賽主委。 
案由三：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11月29日(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舉行，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社、新北光暉社主辦。 
說  明：2.爰往例基本報名人數應為社員人數100%、寶眷60%以上(主辦社之報名人數為社員人

數200%)，每名報名費300元。 
決  議：照案通過。登山活動將製作毛巾予參加者。 
案由四：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星期二) 

。上午11：30報到、12：00鳴鐘開會，地點、主講者、講題另行發文通知，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擬由板橋中區社協尋適宜場地；主講者由板橋群英社負責敲定。 
案由五：本年度3490地區將舉辦「全民拼經濟 扶輪獻愛心 讓愛加倍」振興券捐贈活動，請各

社回報目前之捐贈數量。 
決  議：經現場大略統計，若份數不夠請繼續努力，如已達標則不需再強推，請各社量力而為

即可，不強迫。希望各社都能在8/10前收齊。捐贈金額如在21萬以內，指定捐贈一個
社福單位即可。待AG決定捐贈單位後，將交由地區辦公室統籌處理。 

案由六：2020-2021年度全球獎助金使用方式。 
說  明：本年度二分區地區獎助金額度保留至全球獎助金使用，由板橋社說明。 
決  議：計畫內容： 

 計畫目標：本次全球獎助金將與新北市教育局合作，針對新北市外配識字教育的社
區服務計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之主要工作內容有以下二點： 

1. 長期教材之研發與訂定 
2. 試教及培育種子師資 
 金額分配：總經費初估為NT$2,200,000 (約US$76,000)。 
1. 配合款：二分區地區保留款+3750地區韓國姐妹社(US$7,000)+TRF基金，共計有

US$52,000 
2. 現  金：剩餘US$24,000之經費，若以1比0.5之分配比例計算，二分區預計仍需籌 
 措US$16,000 (約台幣NT$460,000)之費用。 
 進度報告： 
1. 6/30前已將此計畫案透過地區辦公室之協助送交RI總部，由於疫情關係，RI目前

暫時收理，尚未核准此計畫。已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說明，待下半年RI核准後，
預計於12/31前完成現金之募集，自2021/1/1開始，交由新北市政府執行。 

2. 期望在籌資過程期間，藉由聯合例會等適宜場合，邀請新北市教育局局長前來說
明計畫，待明年計畫執行至一定程度後，邀請地區總監、新北市政府及市長一同
參與活動之啟動儀式。 

補    充：有關46萬新台幣之籌措方式，建議各社以5萬元現金或2顆保羅哈里斯指定
捐款來支應，不足之金額由板橋社負擔。 

十、臨時動議： 
第一點：建議往後三次社秘會，與會穿著輕便即可。 
十一、活動報告： 
第一點：2020-2021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公共形象看板架設事宜(已完成設置)，架設於品鼎殿

餐廳中山路外牆（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4號），感謝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江文毓全
額贊助費用。 

第二點：感謝台灣藝術大學陳志誠校長帶來精采的簡報分享。 
第三點：感謝A.G.Tony及D.V.S.John設宴餐敘。 
第四點：感謝A.G.Tony提供威士忌3瓶、蛋黃酥20盒；D.V.S.John提供紅酒3瓶。 
十二、會議於下午七時十分圓滿結束，由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高翊紘 P. Alan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九日 

第 173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五日 

第 173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徐明偉 P.E.Benson 

主  講  者：莊大衛概念創意集團 

董事長 莊金盤(社友 Davie) 

講      題：世界流行趨勢讓生活更美好 

幸福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22 日 第 173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75,100

Al 1,000 Lobo 1,000

Benson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Otoko 2,000

Coach 2,000 Polo 7,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Eric 3,000 Shige 1,000

George 1,000 Sky 1,000

Hero 2,000 Smile 1,000

James 2,000 Stock 2,000

Jason 3,000 Sun-Rise 1,000

Jey 1,000 Tea 1,000

Junior 1,000 Will 1,000

King 1,000 張皓翔 3,000

Land 1,000  

小計：   $44,000 總計：     $419,1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22 日 第 173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avie、Decor、Frank、

Jimmy、Kay、Kenny、Leo、Mars、

Stone、Taylor 
 

~扶輪訊息~首位被提名為 

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的女性 

珍妮佛．瓊斯 Jennifer E. Jones 是加拿

大安大略省溫莎-羅斯蘭(Windsor-

Roseland)扶輪社社員，已被提名擔任國

際扶輪 2022-2023 年度社長，此一具有開

創性的選舉結果將使她成為扶輪組織 115

年歷史中第一位擔任社長職位的女性。 

如果沒有其他候選人挑戰她，瓊斯將於

10 月 1 日正式成為社長提名人。 

 

2020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

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

因夢想實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

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