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0 日  第 1838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DFS形象管理學院創辦人蔡美

惠女士(台北市東誠扶輪社 Grace)、助理

夏依安小姐、I.P.D.G.Wood 夫人簡家秀女

士、社長 Dental 夫人湯千瑩女士、秘書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P.P.James 夫人郭

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

P.P.Cathay夫人吳佩璇女士、P.P.Land夫

人顏美淑女士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P.P.Megan)、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

士、社長Dental家人Aida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P.P.Sky、P.P.Jason、P.P.Eric

夫人、Stone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四季紅」。 

 出席主委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次例會出

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7-9 月份社費、扶輪基金認捐款、認

養家扶中心孩童費用，尚未繳納者

請儘速繳納以利社務推動。 

(3).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

榜題名者，謹訂於9月4日(星期日)

下午 5 時 30 分假格萊天漾 14 樓萬

大廳舉行。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有考取高

中、大學、研究所者，社內將準備獎

學金、紀念品，獎勵莘莘學子。 

(4).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聯

合例會，謹訂於 9 月 29 日(星期

四)11:00 假格萊天漾大飯店 14 樓

萬大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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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服務-參觀大政食品公司、桔

揚茶葉公司，謹訂於 10 月 6 日(星

期四)舉行，因巴士座位有限，敬請

欲參加之社友伉儷儘早報名以免

向隅。 

(6).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

10 月 22 日(星期六)舉行，敬請社

友踴躍推薦員工接受表揚。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社友何文章 Decor 介紹主講者資歷： 

姓名：蔡美惠女士 

學歷：輔仁大學織品系碩士 

曾任：國巧貿易有限公司業務副總 

現任：DFS 形象管理學院創辦人 

商務穿著暨禮儀分享 

 

 

 

 

 

 

 

 

 

DFS 形象管理學院創辦人 蔡美惠女士 

或許你曾聽別人說過「這件衣服氣質感覺適

合你。」何謂氣質？或許，風格可以給你一些

解釋。 

你曾在穿上衣服時，覺得你和服裝的氣場不

搭？或是你們兩者散發的特質連結不夠嗎？ 

男女士風格皆分為四大類，各有不同特色與

其人物性格，這些都能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習

慣與自我認知，抑或是身邊好友對你的評價

和風格測驗來測驗你到底屬於哪格風格。 

了解風格後，進而學習結合該風格特質與對

應適合的服裝款式、布料、印花、顏色到配飾

及髮型等等，培養自己成為自己的專屬服裝

風格師。 

1、認識皮膚色彩屬性 

每個人都擁有的「皮膚色彩屬性」都不盡相同，

不同「皮膚色彩屬性」的人，所適合的穿著顏

色也不相同，了解自身的皮膚色彩，方能在穿

著配色上更準確的運用。 

鑑定你的「皮膚色彩屬性」 

皮膚色卡的運用 

你適合的服裝色彩 

2、身形檢測，教你智慧穿搭術 

掌握自己的先天比例特性，再找對修飾方法，

即使是五五身的人，也能讓自己看起來腿長

又俐落。 

3、個人風格形象建立 

在不同場合都能找出獨一無二的風格，發現

自己更無法被取代！ 

透過一些實際練習引導你改善姿態 

面對他人時，你曾經好好檢視自己呈現的肢

體語言、觀察過自己的表情嗎？ 

其實，你的一個表情和手勢都在說明你的狀

態、內涵，儀態訓練將以全面的角度協助您調

整不夠專業的儀態。 

從行走、站著到坐著；微笑到拍照動作，讓你

成為零死角的優雅儀態家。 

儀態同時也是個人品牌與他人交流的關鍵管

道之一。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蔡老師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

演說。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紅箱歡喜金

額。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扶輪公益路跑 

時間：9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起點-總統府前廣場終點-台北市政府前廣場 

程序：05:00-06:30 參加者集合 06:05-06:15 長官貴賓介紹及致詞  

06:15-06:25 大會暖身操 06:30 休閒組(5km)鳴槍起跑 

06:30-08:00 休閒組(5km)路跑時間(限時 90 分鐘) 09:30 活動結束 

參加：吳晉福、徐明偉、林燕妮、李榮鏗、黃家禎、吳得利、黃芳珠、黃文龍、簡家秀、 

林忠慶、陳美勤、張富逸、黃慧齡、張皓翔、黃伯堯、薛松茂。 



八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8月 20 日(星期六)14:30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徐明偉、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3 第 1840 次例會，延至九月四日(星期日)舉行「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 

發金榜題名」假格萊天漾舉行。 

      09/10 第 1841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09/17 第 1842 次例會，「紅琉璃-台灣玻璃的傳承、創新與品牌」紅琉璃創辦人王獻 

德先生。 

      09/24 第 1843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2022-2023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34,000】 

徐明偉 US$1,000. 

莊金盤 US$1,000. 

吳晉福 US$1,000. (根除小兒痲痺) 

張春和 US$1,000. 

李水日 US$1,000. 

黃伯堯 US$2,000. 

郭昭揚 US$1,000. 

羅國龍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李榮鏗 US$1,000. 

劉炳華 US$1,000. 

黃健豪 US$1,000. 

郭道明 US$1,000. 

黃文龍 US$2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US$2,000】 

吳晉福 US$1,000. 

張春和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370,000.】 

徐明偉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張春和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周正義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國龍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郭道明 US$150,000. 

許家榮 NT$10,000. 

吳晨辰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徐孟瑜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七日 

第 18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三日 

第 1840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者】 

時間：9月 4日(星期日)17:30 

地點：格萊天漾 14 樓萬大廳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蔡健從 

林忠慶、王斯靖、徐明偉、劉孟賜 

邱顯清、何文章、洪敏捷、張富逸 

葉進一 

 

敬祝 生日快樂! 
邱顯清社友夫人(56.08.2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0 日    第 1838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ndy、Archi、Coach、

Enzo、Frank、Jimmy、Kay、Mars、

Stone、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0 日 第 183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12,100 

Barcode 1,000 Jey 2,000 

Bright 2,000 Junior 2,000 

Cathay 1,000 Land 1,000 

Davie 2,000 Leo 1,000 

Decor 2,000 Life 1,000 

Dental 8,800 Otoko 1,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2,500 Sky 3,500 

Hero 2,000 Will 1,000 

Jack 1,000 Wood 2,000 

James 2,000   

小計：   $41,800 總計：     $250,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65,650 

Bright 6,450 Jack 8,950 

Decor 6,450 Taylor 6,450 

Fuku 6,450 Will 8,950 

小計：     $43,700 總計：    $209,350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9月 29 日(星期四) 

11:00 報到、11:30 鳴鐘開會、 

12:40 餐敘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天闊廳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主講：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校長 吳治香先生 

講題：從俄烏戰爭發展看國際新秩序的 

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