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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培聖 社友(49.12.26)Implant
陳山志 社友(54.12.27)Ortho
簡哲雄 前社⾧(31.12.29)P.P. Oral
陳豐書 社友(50.12.30)Alan
賴正時 前總監夫人(12.28)P.D.G Victor 夫人
陳山志 社友夫人(12.29)Ortho 夫人
王經祿 前社⾧夫人(01.01)P.P. Terry 夫人
陳嘉彬 社友夫人(01.01)Young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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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
上午 11：00 報到 11：3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80 號)
主講人：恩智浦半導體副總裁暨高雄廠區
張玉琳 總經理
講題：5G – 萬物互聯的新時代

※原訂 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五七次例會
提前合併舉行。

♥ 陳豐書 社友(75.12.27)Alan
王美雲 女士(結婚三十三週年紀念日)

♥ 葛家勛 社友(85.01.01)Pipe
李晴霞 女士(結婚二十四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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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
下午 4：30 註冊 5：00 開會
地點：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伉儷、Life 社⾧提名人、
Service 祕書伉儷、Jamie 祕書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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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放大服務的能量
-善用全球獎助金

每年有將近 600 萬孩童因營養不良、缺乏醫療、
衛生條件不佳，而活不過 5 歲。致力提升上述品
質，讓他們可以安心⾧大。
．支持教育
全球有超過 7 億 7 千 5 百萬，年齡 15 歲以上的
人不識字。協助社區推廣基礎教育、識字、降低
性別而產生的受教權差異、並推廣成人識字教育。
．促進社區經濟
發展社區、促進經濟、創造正當具生產力的工作
機會給社區居民。同時也訓練貧困地區中企業家
及社區領袖，尤其是女性。

根除小兒麻痺
扶輪已致力此工作
超過 30 年，目標是
亞商維珍數位影像 林蔚濠 經理
㇐滴水飄不起紙片，大海上卻能航行輪船與軍
鑑，團隊世卜來臨，善用週邊資源放大服務計畫成
效。不只做好，更要做大！做能從根本改善世界的
事情，然後，讓這個善的結果㇐直持續下去！
．促進和平
鼓勵不同文化間可以促進彼此暸解的對話。訓練
成年及青少年領袖預防及調解衝突，並協助逃離
危險區域的難民。
．對抗疾病
教育並協助社區杜絕具有生命威脅之傳染病的
漫延。如：小兒麻痺、愛滋病、瘧疾。在開發中
地區強化可負擔或免費的醫療服務並提升可就
醫率。
．水與衛生
支持來自在地社區，可以提供每位居民潔淨用水
及衛生教育的計畫。不僅是只挖口井就離開，更
要讓專家訓練社區領袖及居民，確保效益的持續。
．拯救母親與孩童

讓此疾病永遠在地
球上消失。此計畫
在 1979 年於菲律
賓為 6 百萬兒童接種疫苗開始，目前阿富汗、奈及
利亞、巴基斯坦是全球僅存尚未杜絕此疾病漫延的
國家。

要達美金 30,000 元
．對應支持上限 美金 400,000 元
DDF 的產生
是由三年前地區全體社友 AF-SHARE 捐獻總

TRF 對應的支持款項最多美金 400,000 元，最少
則為美金 15,000 元。

額的㇐半，或是每年地區全體社友 PF-SHARE 茲
息總額的㇐半，以 DDF 的方式回歸到地區！是㇐
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概念。基於這個模式，
3490 地區 DDF 的支持會。
有以下幾項原則：
01 公平
由三年前的各社 AF-SHARE 的捐贈金額占全
地區的百分比，做為申請獎助金的上限額度。
02 輔導
透過研習會，以及各式課堂的獎助金管理知識
分享，讓各社更多清楚使用方式，並嘗試擴大
成效。
03 合作
協助媒合有意願申請以及擁有額度的各社，能
夠成功申請全球獎助金案件，確保服務效益永
續且可被衡量。

本社本年度常年大會訂於今日例會中召
開，並在會中舉行本社下年度(第五十四屆)理
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十九名（含本社
章程細則規定之當然理事）故本日將選出十九
名理事，同時召開理事當選人第㇐次會議，選
舉 2020-21 年度社⾧當選人及 2021-22 年度
社⾧提名人。
◎扶輪社年會(常年大會)
每年十二月某星期召開年會，雖然說是年會，
其實也是例會之㇐。只是在年會中有選舉下㇐
年度理事的重要任務而已。
此外，另有㇐種與年會類似，仍需由法定社員
人員(社員數的三分之㇐以上)出席才有效的特
殊例會(臨時大會)，但它僅能為修訂章程、細
則或重大事項(例如有全體社員之利害關係事

．至少 30%國外資金
HOST 以及 INTERNATIONAL 的自籌資金當中
INTERNATIONAL 至少占 30%
．總額至少美金 30,000 元
加上 TRF 對應的支持款項整體的資金總額至少

項)而召開，章程之修訂僅限於定名又區域界
限，其餘均應採用模範扶輪社章程，而細則之
修訂另有規定。
除了上述年會及為修訂章程、細則或重大事項
而召開的臨時大會之外，在平常的例會上皆不
可作任何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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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16 名
出席人數：50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 席 率：9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Brain,Frank,Food,Golf,Jia-Pin,Max,
Seven,Sto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Golf

12/22

1,000

Tiger

12/24

1,000

Base

12/23

1,000
NT$6,000

第 2755 例會
108 年 12 月 26 日
●常年大會-選舉理事、社⾧當選人、
社⾧提名人
●召開 2020-2021 年度理事當選人第㇐次會議

本社
本社

IPP Mio

第 2756 例會

四、捐款報告

109 年 01 月 02 日
673,000

●前社⾧日

Care

6,250

●主講人：騎蜂單車運動休閒館 黃其豐 店⾧

Tiger

4,250

●講題：自行車保養與維修

10,500

●節目介紹人：鄭光欽 社友

NT$683,500
㇐般捐款
Victor

PP Cilin
IPP Mio

Diamond
Charles

2,000
1,000

PP Cilin
IPP Mio

Tea

1,000
1,000
3,000
NT$8,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James

PP Ciline

1,000

Tony

12/19

1,000

Mark

12/21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