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3月 5日  第 1814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恭喜社長提名人莊金盤P.N.Davie喜獲孫

女，做阿公了!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爵士影像導演 郭曜程先生(新 

北城星扶輪社社友 Jazz)、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研 

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簡婉軒小姐蒞臨 

本社。 

敬祝壽星 P.D.G.Trading、Kay、P.P.ENT、 

Jey、Mars、P.P.ENT 夫人、P.P.Cathay 夫 

人、Jimmy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Life、Juni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你」，自選曲「故鄉的月」、 

「戀曲 1990」。 

 社長徐明偉 P.Benson、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主委郭昭揚 P.P.James，代表本社頒發

二、三月份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金共六

萬元予簡婉軒同學。我們期盼這筆獎學金

能讓學生專注學業，也為台灣孕育未來各

行各業的菁英與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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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3 月 12 日，下週六第 1815 次例

會，邀請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  

莊文毅老師，專題演講「板橋城之 

前世今生」，歡迎社友夫人蒞臨聆 

聽專題演講。 

(2). 社長當選人 Dental 謹訂於 3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6:00 假板橋銀鳳

樓餐廳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3). 再次向各位社友說明報告，總監

Wood 父親告別式沒有收奠儀，但有

收花籃，因此社內將各位社友奠儀

轉為贊助佈置花海。 

(4). 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謹訂於 3

月 6日(星期日)上午 7：10 假新北

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舉行，

我們社也是主辦社之一，歡迎各位

社友一同蒞臨現場為比賽選手加

油。 

(5).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3

月 14 日(星期一)假台北高爾夫球

場舉行，此次報名人數超過 500

人，因此我們總監社的參加人員需

配合改打早球，請八位參加人員早

上 5：30 到球場報到。 

*參加：社長 Benson、P.P.Just、

P.P.Oki、Life、Tiger、

P.N.Davie、Barcode、Jey。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社友劉孟賜 Bright 介紹主講者： 

姓名：郭曜程先生(新北城星扶輪社 Jazz) 

出生：79.05.28 

學歷：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曾任：魅音藝術影視總監 

大屁股 MV 導演 

愛是一種毒藥 MV 導演 

現任：爵士影像導演 

手機出大片 

 

 

 

 

 

 

 

 

 

爵士影像導演 郭曜程先生 

大家最近在家中都比較悶，其實大家可以運

用創意，用手機也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 

一、多拍明亮場景 

二、善用螢幕格線協助構圖 

手機螢幕通常都有井字型格線，讓初學 

者很方便的安排主題位置，做好構圖工 

作。 

三、手點螢幕進行測光、對焦 

當我們以手點螢幕時，便是選定該點讓 

手機進行測光、對焦；許多人拍照時， 

往往取景完畢就直接按快門，而忘記在 

螢幕上做這個小動作。 

大多數情況下，讓手機自動對焦都無問 

題，但是在近距離拍攝小物品，或者畫 

面上的主題並不明確的場合，必須以手 

指點選主題，才能做到精確的對焦和測 

光。 

四、亮部優先之曝光 

手機拍照的曝光寬容度比相機小，拍攝 

時必須謹慎調整照片曝光值。 

特別是拍攝高反差場景時，在亮、暗兩 

處影像無法同時兼顧的情況下，建議大 



家優先顧好照片明亮處的曝光值；因為 

亮部一旦過曝便會蒼白一片，無論後製 

技巧多高明也無法改善。 

五、主題與背景的輪廓要明確 

手機攝影很難有淺景深效果，拍攝場景 

不要太雜亂，背景要盡量單純化，才能 

凸顯主題。 

六、光學變焦優先於數位變焦 

手機若只有單鏡頭，則只能做數位變焦 

；多鏡頭手機才能夠切換不同鏡頭，做 

到光學變焦。 

七、鏡位多變化 

大多數時候，我們習慣將手機放在胸前 

、眼前拍照；這種高度所拍出的照片， 

跟我們眼睛所看到的視角很接近，往往 

因為畫面熟悉而顯得平凡、平淡。 

建議在拍照時，手機的高度要多變化， 

例如蹲下來拍攝、拿高拍攝；這樣視角 

才有變化，才能拍出不同於平常眼睛所 

看到的照片。 

八、拍攝剪影 

手機的曝光寬容度小，在高反差場景， 

往往無法做到照片的亮、暗區域同時兼 

顧；這時候，拍攝剪影、讓背景曝光正 

常而主題全黑無細節，只看到輪廓，就 

是很常見的表現方式。 

九、多利用專業模式拍攝 

手機的調整項目有限，有些只有自動模 

式，無法改變拍攝效果；有些手機的專 

業模式則提供了測光模式、ISO、快門 

、EV 值、對焦模式、白平衡…等調整 

選項，可讓我們依照創作目的，靈活調 

整手機，拍出各種不同效果。 

十、經常擦拭鏡頭 

手機拍照前，記得先用適當的布將鏡頭 

擦拭乾淨，這是很多人忽略的動作。 

最後，在拿出手機拍照的同時 別忘了用眼

睛好好看一看眼前的美景將之收藏進自己的

腦海裡。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 Jazz，感謝其精

彩分享。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5 日  第 1814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Decor、Frank、Kay、Kenny、

Leo、Otoko、Oki、Stone、Tetsu、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5 日   第 181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96,400 

Aero 4,000 Jey 2,000 

Al 1,000 Jimmy 4,000 

Alan 14,000 Junior 2,000 

Barcode 2,000 Land 1,000 

Benson 5,100 Life 2,000 

Bright 4,000 Mars 2,000 

Cathay 2,000 Polo 1,500 

Coach 1,000 Roberta 1,000 

Davie 4,000 Shige 2,000 

ENT 4,000 Sky 1,000 

George 2,000 Stock 2,000 

James 2,000 Taylor 1,000 

Jason 2,000 Will 3,000 

小計：    $71,600 總計：      $968,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92,500 

Al 20,400 Decor 7,700 

Aero 7,700 Eric 10,200 

Alan 10,200 Jimmy 7,700 

Barcode 7,700 Shige 7,700 

Bright 7,700 Smile 12,700 

Cathay 10,200 Will 10,200 

Davie 7,700   

小計：    $127,800 總計：  $1,220,300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二一～二○二二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7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 

二、地點：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 

三、出席：應出席：32 位、實際出席：28 位、列席：3 位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陳福源、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黃木發 

五、主席：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官彥均 P.I-Guard 、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莊育菁 P.Sophie 

    記錄：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崔朝陽 S.Mercury、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羅美珠 S.Loly 

六、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官彥均 P.I-Guard 下午五時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官彥均 P.I-Guard 致詞：各位社長及秘書同學及下屆的社

長及秘書同學，大家好！很開心今天很是這屆與下屆的相見歡，我們所擔任著社長與秘書

的工作在扶輪社很重要的，也因為這個工作與責任讓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我們的感情是

從工作開始，酒是助興的，希望大家今天歡歡喜喜的，謝謝。 

<二>主辦社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莊育菁 P. Sophie 致詞： 

大家好，2022-23 屆的社長、秘書好，由於你們的出現讓我感到的非常的開心，這屆已經過

了一半了，相信下屆的能力更強，也很感謝在二分區的 A.G.的帶領之下從一開始的疫情到

現在的穩定、平順，下半年我們會繼續努力好讓下一棒能順利地接任，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 Gas 致詞：我們的二位主席-板橋南區社社長 P.I-Guard、板

橋中區社社長 P.Sophie，地區副秘書 H.D.、社長、秘書，及下屆青年團隊的所有社長與秘

書大家好！首先歡迎你們才參加社秘會，這屆是個很有趣的團隊，希望你們下屆也是，等一

下有時間讓大家都來自我介紹一下，也請下一屆的一起來讓大家認識一下，另外奉總監指

示我們二分區這次主辦羽球賽，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謝謝大家。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黃木發 D.V.S. H.D.致詞：大會二位主席-板橋南區社社長 P.I-Guard、

板橋中區社社長 P.Sophie、助理總監 A.G. Gas， 還有各位社長、秘書，2022-23，A.G.、

D.V.S.、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三次社秘會聯誼也是下屆的相見歡，大家可以盡

量的喝，謝謝大家。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2021~2022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六時餐敘,假上海銀鳳樓(新北 

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楼)舉行。 

說  明：由板橋西區扶輪社與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伉儷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年度 3490 地區公益羽毛球賽將由板橋社及板橋群英社承辦,謹訂於中華民國 111 年 

3月6日(星期日)假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 

舉行,敬邀二分區各社一同擔任該活動主辦社,提請討論決議。 

說  明：請板橋社社長 P.Charles 說明。 

決  議：D.G.Wood 黃文龍總監於 2022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7：10 假新北市立新北高工志 



清堂活動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舉辦 2021-2022 年度第三屆羽球公 

益聯誼賽，此次活動是我們二分區承辦，實際是我們板橋扶輪社與板橋群英扶輪社主 

辦，在這裡也敬邀二分區各社能踴躍出席參加。 

因去年的樹林運動場這次無法使用，我們透過關係另外找到新北高工，這邊也方便停 

車，公文已發給地區，預計下週各社也會收到，由於我們二分區是承辦單位，總監將 

會頒發感謝狀，主辦贊助金額為新台幣﹩20,000 元，協辦社贊助金額為新台幣﹩ 

10,000 元，也歡迎認捐贊助，我個人捐助﹩20,000 元作為代表。 

(主辦社及協辦社，每人各減收 100 元，團體組收 2,800 元、雙打組收 800 元。)  

十、臨時動議： 

1.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官彥均 P. I-Guard： 

一、八社聯合捐血活動：今天剛好上、下屆都在，有關這項活動可以比照社秘會的形式辦理，每 

次由二社負責主辦大家輪流，八社共同參與，捐血的這一天也會需要很多人幫忙，大家可以 

藉由捐血的活動互相聯誼。 

    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崔朝陽 S.Mercury： 

    建議捐血方式用複合式活動的方式來舉辦，大家把力量、資源、人力都集中，跟市政府舉辦 

    的園遊會或 921 防震教育活動一同舉行，效果會是更好的，這是目前規劃的大方向。 

二、農田水利署稻田彩繪計畫： 

    此活動經過現場查勘並不如預期理想，先暫緩不執行。 

十一、活動報告： 

各社報告有關全球獎助金或是有單獨邀約活動相關內容 

1.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莊育菁 P.Sophie：由我社主辦足球領航-營造健康陽光人生培力計畫，感

謝大家透過社裡或是個人都有贊助，這計畫是體育項目，活動經費是用在競賽，足球計畫是

100 萬，國泰世華贊助 70 萬，剩下是我們二分區社認捐，若還有不足的部分將由我個人補足，

台東部落偏鄉學童足球比賽訂於 1 月 22 日至 25 日，由於日期接近過年若是有想要到台東現

場幫孩童加油的我再把相關訊息 PO 在社長 秘書群裡，或是於春季時邀請他們來板橋參加聯

誼賽。 

2.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葉木圡 P.Yehson： 

  謝謝大家支持地區獎助金支點計畫，跟新北市的 11 所小學預計在 3 月 27 日在新北市政府會

議廳舉辦頒獎典禮，這是我們第二分區的活動，因為剛好遇到腳踏車環島，希望大家能抽空參

加或是派代表出席，資料整理好之後會再邀請大家，也請大家多多支持，謝謝。  

3.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全球獎助金-台馬青創烘焙計畫頒獎典禮:  

透過台灣黎明技術學院師資，在馬來西亞亞庇建國中學開辦「台馬青創烘焙工坊建置計畫」，

造福台馬青年學子，由於馬來西亞亞庇當地華人很多是客家人，而我本身也是客家人亦是台

灣新北市客屬青年產經協會創會會長，於 12 月初拜會新北市客家局長林素琴，報告相關計畫

執行內容後，對於計畫的推行非常認同，期待台灣客屬青年也可以多多參與國際交流，希望

能永續客家國際量能，增廣客家青年國際創新創業實務鏈結，活動時間：1月 16 日(星期日)

中午 11:30 報到、12:00 活動開始、預計 14:30 活動結束，地點：黎明技術學

院籃球館(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請大家多多支持予參與，謝謝。 

十二、請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莊育菁 P. Sophie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三月十二日 

第 181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邱顯清 Coach 

主  講  者：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  

莊文毅 先生 

講      題：板橋城之前世今生 

 

下週節目 

三月十九日 

第 1816 次例會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線、鶯歌

陶藝 DIY 一日遊】 

時間：3月 20 日(星期日) 

行程： 

08:00 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領取早餐、 

水果、礦泉水 

09:30 新竹南竂 17 公里海岸線(海岸線美 

景、風力發電機、海天一色…) 

12:00 午餐-五代造船廠 

15:00 鶯歌臺華窯彩繪瓷盤、陶藝文化導 

覽 

18:00 晚餐-東街餐廳 

 

節目預告 

三月二十六日 

第 181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簡婉軒小姐報告 

例會後召開 2022-2023 年度(第 36 屆) 

第二次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黃健豪社友(62.03.16) 

郭俊麟社友夫人(70.03.18) 

吳晉福社長當選人夫人(53.03.21)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忠慶社友(78.03.12)33 年 

林振哲前社長(78.03.12)33 年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43 年 

吳得利前社長(79.03.18)32 年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42 年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3月 14 日(星期一)早場 5：30 報到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寶順街 800 號) 

參加：徐明偉 P.Benson 

莊金盤 P.N.Davie 

鄭德文 P.P.Just 

汪正輝 P.P.Oki 

許國騰 Life 

蕭慶安 Tiger 

王斯靖 Barcode 

陳世君 Jey 

 
 

社長當選人 Dental 宴請 

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3月 2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