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5 日  第 1736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莊大衛概念創意集團董事長莊

金盤先生(社友 Davie)、莊大衛概念創意集

團總經理王錦麗女士、莊大衛概念創意集團

副總李順益先生、莊大衛概念創意集團總監

周明輝先生、社長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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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I.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

女士、社友 Tiger 夫人張桂香女士、社友

Justice 夫人徐孟瑜女士、社友 Jey 夫人陳

佳珮女士、社友 Justice 千金周芳緯小姐、

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

曲「望春風」、「恰似你的溫柔」。 

 出席林聖家Stone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致贈與會社友中秋月

餅，提早祝福大家中秋佳節愉快。 

(2). 恭喜社友 Tiger 外孫女滿月，準備油

飯分享與會人員。 

(3). 社友 Davie 公子莊慶民先生與吳岱瑾

小姐，謹訂於十月十日(星期六)中午

十二時假台北圓山大飯店十二樓大會

廳舉行。 

*為安排桌數，敬請社友回覆出席人數 

，以及禮金是否自行處理。  

(4). 感謝社友 Davie 致贈與會人員淨化髮

浴洗髮乳。 

(5).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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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中午十一時假台北新板希

爾頓酒店宴會樓三樓圓滿廳舉行。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 

口號領帶，準時出例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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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社友子女、孫子女有金榜題名者 

請儘速告知，社內需準備獎學金、 

紀念品。 

 社長當選人徐明偉 P.E.Ben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莊金盤 Davie 

出生：44 年 10 月 10 日 

學歷：國中 

曾任：巨星美髮集團總監 

DaVie 技術學院執行長 

現任：莊大衛美髮有限公司董事長 

暟芮髮品企業社董事長 

榮譽：代表國家隊受邀至義大利擔任世界杯 

美髮大賽的裁判、擔任國內各大比賽 

裁判長 

世界流行趨勢讓生活更美好

幸福 

 

 

 

 

 

 

 

 

 
 

莊大衛美髮有限公司董事長 莊金盤先生 

流行來自於何處 

法國巴黎在春夏秋冬時會發表流行趨勢，一向

被視為時尚創意先鋒的品銳至尚全球展會。 

每季的流行趨勢發佈也是世界時尚展會的重

頭戲之⼀，大會每每透過對當代⽂化的觀察，

從藝術、電影、音樂和傳統⽂化發想新⼀季的

原創主題。 

2020-2021 秋冬色彩流行趨勢  

2020 年度代表色：®19-4052 經典藍_20191205 

下⼀個展現時尚的配件:口罩 

口罩，對於亞洲人來說，並不陌生，但對於歐

美國家來說卻是十分稀罕，從疫情之初建議 

只有生病才戴口罩，到目前出門的必備物件，

口罩將是未來⼀年人們最重要的配件。 

後疫情時代的時尚新業態 

新冠肺炎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而大型疫情過

後，也勢必帶來消費行為的改變，商業與生產

體系變革。 

1.保留生機面對轉型 

想要從重大疫情導致的衰退市場中恢復過來， 

時尚企業不得不加强彈性規劃並調整他們的

運營模式。 

2020 年已成為“近代奢侈品歷史上最糟糕的

⼀年”。 

2.普遍充斥的折扣心態—消費者的信心正處

於歷史低點。 

由於服飾屬非必要支出，時尚業受到的打擊尤

其嚴重。 

3.加速邁向數位升級 

全球疫情導致線下零售通路關閉，未能即早數

位化的時尚公司此刻正處於崩潰邊緣。 

而消費者⼀旦養成使用數位工具習慣，即使疫

情過後，也極大可能將永久改日後的消費方式。 

幾乎⼀夜之間，全球時尚業對數位通路的依賴

到了頂點，速度之快超乎了危機前任何人的預

期。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

小社旗，感謝社友 Davie 精彩演說並現場實

際剪髮，展現其卓越髮型設計功力，也回贈

車馬費予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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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泰國偏鄉公立醫院醫療設備 

捐贈暨孩童教育設備捐贈計畫」 
 

主旨：2020-2021 年度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泰國偏鄉公立醫院醫療設備捐贈暨孩童教育設

備捐贈計畫」承諾款額匯款資料，請查照。 

說明 ：   

一、泰國偏鄉地區的公立醫院醫療資源匱乏，需要洗腎的病人沒有洗腎機、另外也急需新生

兒保溫箱、氧氣製造機…. 等等的醫療設備，救活更多的人。 除此以外，教育是提升孩

童身心及其家庭達到更健康、更優質的人生，最好的方式，泰國偏鄉的孩童教育資源不

足，孩童赤腳練習體育運動、教室需要紗窗、老師需要教具、孩童需要文具，具備了基

本教育資源的學校，接受基礎教育的孩童們才能夠幫助自己及其他人。  

二、請各分區認捐 21 個單位以上，每單位 2 萬元，由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募款，請各社將

所承諾之捐款者資料(表單將另行提供)及金額匯整後統一匯款至 WCS 專戶。 

三、請各分區認捐扶輪基金 US6000 至指定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 搭配的全球獎助金服務計

畫 Grobal Grant(案件號碼將另行提供) ，由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請各社將所承諾之

捐款者資料及金額通知地區辦公室。各捐款者之捐款收據，請各扶輪社自行開立。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者 

時間：9月27日(星期日)17:30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4樓萬大廳(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林忠慶、劉孟賜、程文金、邱顯清、莊金盤、何文章、 

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林振哲 

 

地區根除小兒痲痺單車環島公益活動 

時    間：10 月 17 日(星期六)-10 月 25 日(星期日) 

參加人員：吳得利 P.Polo、黃芳珠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比賽日期：10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30報到、11：00攝影開球 

二、比賽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23鄰39號，03-480-3388） 

三、報名費用：每位500元。（報名同時敬請繳納費用，因故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四、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五、擊球費用：每位2,540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六、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本週節目 

九月十二日 

第 173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萬祥 P.P.Roberta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泌尿科 

主治醫師 曾一修先生 

講      題：男性泌尿疾病介紹 

 

下週節目 

九月十九日 

第 1738 次例會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9月 15 日(星期二) 

11:00 註冊 

11:30 開會 

13:10 餐敘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樓圓滿廳 

主講：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先生  

講題：生死之間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 

領帶撥冗出席。 

 

扶輪小語 

扶輪是一種現代人個人忠誠的表現，認知

對周遭的人真誠，才能對自己真實。雖然

生活上在不同領域遭受衝擊，仍然保持高

度熱誠，而將自己往一個具有良知，豐富

的同情心，以及親善的方向改變。 

 

1915~1916 R.I.社長 亞蘭.艾伯特(美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05 日 第 173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right、Coach、

Decor、Frank、Kenny、Leo、Otok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05 日 第 173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48,100

Benson 2,000 King 1,000

Cathay 1,000 Land 2,000

Davie 3,000 Life 1,000

Dental 1,000 Master 1,000

ENT 1,000 Polo 6,000

Eric 2,000 Roberta 1,000

First 2,000 Shige 1,000

George 2,000 Sky 2,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2,000 Stone 1,000

Jason 1,000 Sun-Rise 1,000

Jey 1,600 Taylor 2,000

Jimmy 2,000 Tea 1,000

Junior 1,000 Tetsu 1,000

Justice 5,000 Tiger 5,000

Kay 1,000 Wood 2,000

小計：   $59,600 總計：     $507,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5,100 

Stone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3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