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3 月 18 日  第 1868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張富逸 P.P.Eric 

歡迎主講者神傳文化基金會資深講師林

淑娟女士、文化志工曾慧芬小姐、鐘瑛瑜

小姐、王秀鳳小姐、曾志嘉先生、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Mars 夫人、Andy 夫人、P.Dental 夫

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obo、P.P.Polo、P.P.Just 結

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童年」、「回鄉的我」。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臨時理

事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

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37屆第二次

理事籌備會，敬請全體理事當選

人留步參與會議。 

(3)、 社長當選人 Davie 宴請全體社友

伉儷，謹訂於三月十九日(星期日)

下午六時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4)、 前社長 吳得利(P.P.Polo)尊堂 

吳秀蘭老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12

年 3月 14日(星期二)早上九時十

五分壽終內寢，享耆壽 90 歲，惡

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4). 糾察洪敏捷 P.P.ENT 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5). 社友黃健豪 Taylor 介紹主講者學經歷： 

姓名：林淑娟女士 

學歷：國北師院輔導教學碩士 

曾任：1990~教職、2006~長笛業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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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徫 

2008~活動企劃、主持、2011~文 

化志工 

現任：神傳文化基金會資深講師、學校

行政單位輔導主任 

舞動生命的神韻 

 

 

 

 

 

 

 

 

 

 

神傳文化基金會資深講師 林淑娟女士 

神韻藝術團成立於 2006 年，總部設於美國紐

約州。有八個團同時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神

韻宗旨是復興五千年神傳文化，其「藝術靈感

取自儒、釋、道學說發源、發展。  

每個分團有知名的舞蹈家和音樂家外，有獨

立的樂隊、編舞、作曲家、約 100 人，均受過

傳統的文化培訓。音韻藝術團用音樂和跳舞，

分享人生「真、善、忍」。神韻的藝術家注重

內在的修為 通過亮麗的舞姿 精湛的演技表

現出來 使得他們的表演也與眾不同。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予林淑娟女士感謝其精彩分

享並回捐車馬費予本社。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 

知書達禮愛在大理計畫 
時間：3月 5日(星期日)13:00 

地點：大理國小視聽教室 

 

 

 

 

 

秘書 Jey、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本社 

捐贈二萬元予大理國小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14 日(星期五)16:30 報到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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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致政、林振哲、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第 33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會議案共有一案需要各社理事會決議。請討論。 

提案一：為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青少年經費收取方式，由青年領袖營（RYLA）、青少年交換

（RYE）、成年禮等三個委員會分別向 3490 地區各社社友收取分攤金，改為由地區青

少年服務委員會統一收取分攤金，如說明。 



說  明： 

1.茲據本社理監事會決議通過，針對所屬 3490 地區青少年活動經費社友分攤金由青

年領袖營（RYLA）、青少年交換（RYE）、成年禮等三個委員會分別向 3490 地區全體

社友收取分攤金，改為由地區青少年服務委員會統⼀收取分攤，提出本案。 

2.目前地區向各社社友收取分攤金方式如下： 

(一)、青少年領袖營（RYLA）500 元 

(二)、青少年交換（RYE）200 元 

(三)、成年禮 200 元，每個年度共向地區各社社友收取 900 元活動分攤金。 

3.青少年服務委員會所屬其他委員會，未再向地區各社社友收取活動分攤金，造成未

收取分攤金的委員會面臨無經費使用，均要仰賴各主委及委員會自籌經費辦理各項活

動，產生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為整合各委員會的經費來源，青少年服務委員會統⼀
向地區各社社友收取分攤金後統籌分配，讓各委員會均能合理運用來自地區社友的分

攤金，也使得地區青少年服務計畫更加多元與完整。 

4.從 2023-2024 年度開始統⼀向本地區各社社友人數（不含寶眷社友）收取青少年服

務計畫分攤金900 元，由地區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依據各委員會所提出服務計畫及預算

統籌分配給各委員會，讓地區青少年經費及資源可以整合協助青少年各委員會辦理各

項服務計畫。 

5.目前本地區向各社社友收取青年領袖營（RYLA）500 元，青少年交換（RYE）200

元，成年禮 200 元活動分攤金施行辦法予以廢除。 

6.請本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依年會提案相關作業辦法，於本年度（2022-2023 

年度）年會中提出本案供本地區全體社友討論表決。 

提案者：三重三陽社 

決  議：同意。 

第 37 屆(2023-2024 年度)第二次理事籌備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14:30 

地點：社館 

主席：莊金盤 

記錄：黃健豪 

出席：莊金盤、吳晉福、張富逸、劉炳宏、陳世君、羅致政、陳萬祥、林振哲、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2023-2024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23-2024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六屆、第三十七屆交接典禮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1)、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 

樓三樓圓滿廳舉行。 

(2)、友社只邀請第二分區社長、秘書、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秋季旅遊-溪頭米堤飯店二日遊，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11 月 5 

日(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照往例，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五日 

第 186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一日 

第 1870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四月八日 

第 187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家榮 Will 

主  講  者：謙信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李宜光先生 

講      題：國民法官法-人人都有機會 

擔任法官 

 

國際服務-歡迎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社友 Juvy 

Espinosa 蒞臨台灣 
時間：3月 13 日(星期一) 

地點：大村武串燒居酒屋-西門店 

 

 

 

 

 

 

 

 

社友 Justice 代表本社接待姊妹社社友 Juvy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前社長夫人(51.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家榮社友(89.03.27)2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8 日    第 1868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ecor、Enzo、

Frank、Jimmy、Kay、Mars、Otoko、

Ston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8 日  第 186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84,800 

Andy 1,000 First 1,000 

Barcode 1,000 James 1,000 

Cathay 3,000 Jey 1,000 

Coach 1,000 Stock 1,000 

Davie 2,000 Taylor 1,000 

Dental 5,200 Tiger 1,000 

ENT 1,000 林淑娟 3,000 

Eric 1,000  
 

小計：     $24,200 總計：   $1,00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