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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誠 社友(53.01.30)A Cheng 

楊東卿 前社⾧(36.01.30)P.P. Torque 

詹智民 祕書夫人(02.01)Service 夫人 

黃  檉 社友夫人(02.03)Tech 夫人 

楊明炎 前社⾧夫人(02.04)P.P. James 夫人 

♥ 劉紹榮 前社⾧(64.02.02)P.P. Alex 

賴麗雲 女士(結婚四十五週年紀念日) 
 

 

 

 
 

 

 
 

 
 

 

 

 

 

 

 

 

 

 

 

 

 

 

 

 

 

 

 

 

 

 

 

 

 

 

 

 

 

 

 

 

 

時間：109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 11：30 註冊 12：00 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3 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原訂 2 月 13(星期四)中午之例會與之合併舉行 

 
今年適逢本社與菲律賓嗎拉汶社姊妹社

續盟 ，在 Michael 社⾧及 Wireless 國際主委積
極邀約下 ，於二月七日(星期五)啟程 ，預定二
月十日(星期㇐)返國。 

此次團員有 ：Michael 社⾧ 、I.P.P.Wireless

國 際 主 委 、 P.P.Bueno 、 P.P.Archi 、 P.P.Kai 、
P.P.Lawyer 、P.P.Bank 、P.P.Gas 、Life 社⾧當選人 、
Service 祕書 、Alan 社友 、Family 社友 、Jet 社
友 、Judge 社友 、Lin 社友 、Pipe 社友 、Post 社
友、Smile 社友、Money 社友、Young 社友。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圓滿成功~ 時間：109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 用餐  

      1：00 開始 

地點：四川路扶輪社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研讀書籍：勇氣－標緻雪鐵龍總裁從頂峰墜落的

歸零人生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景觀藝術欣賞 

 
朱魯青私人美術館 朱魯青 負責人 

感恩扶輪。築夢成真 
在我勵志逐夢的路程上，感恩眾多扶輪社友，

給予豐富的支持與鼓勵。我與扶輪社的結緣相當深

遠，在 1969 年，我認識了㇐生中重要的貴人，正
是員林社創社社友劉顯榮先生（Paper）。那個時候

我才二十出頭歲，剛榮獲 1968 年明道中學校門設

計競賽的首獎，他特別邀請我設計他的私人別墅，
不但信賴我的能力，甚至聘請我擔任建設公司的獨

立董事。在與 Paper 學習的過程中，他與我分享了

很多扶輪社的知識與扶輪人應有的品德，讓我對扶
輪精神產生了偌大好感和憧憬，成為我進入扶輪社

的契機。 

當時，也在 Paper 的引薦下，認識了台中社社
友許東火先生(Eddy)，完成了眾所皆知的大型景觀

設計「亞哥花園」，受到如此重用，對於初出社會接

受歷練又非常年輕的我，真是莫大的鼓舞。爾後經
由他推薦，我加入台中扶輪社，在 26 歲時便已成

了扶輪社的㇐份子，從此和扶輪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最重要的財富，還是要快樂 
我從二十幾歲在景觀設計界嶄露頭角，到㇐手

打造了亞哥花園、卡多里樂園、龍谷樂園等主題樂

園，案子接連成功，連國家公園與中國業者都爭相

邀約。但我在五十歲時，卻選擇捨棄㇐切投入我最

喜歡的油畫、雕塑，我把成家立業的台中工作室，

改建成私人美術館，不為任何業主服務，我只做讓

自己快樂、自己爽的事情。 

歡迎扶輪社社友有空來我的私人美術館參觀，

我會親自接待分享我的作品。 

 

 

時間：108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席：林傳傑  社⾧   紀錄：詹智民  秘書 

出席：林傳傑、陳瑤國、汪忠平、阮良雄、張瑞仁、

楊東卿、林當隆、何溪泉、王經祿、詹智民、

江能裕、賴宏榮、程萬全 

列席：張慶林 

討論提案 

第㇐案：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高士偉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強力慰留。 

第三案：有關鄭俊彥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強力慰留。 

第四案：原訂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六

二次例會，為舉辦春節團拜聯歡活動暨女

賓夕活動變更例會時間於二月十六日(星

期日)假凱達大飯店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時間：10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90 號)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月3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地點：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鄭明煌P.Sony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吳俊德P.David 
記錄：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劉晁至S.Eric、 

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賴英弘S.Leo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鄭明煌P.Sony下午五時宣佈
開會。 

討論事項 
第㇐案：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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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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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2號3樓)
舉行。 

說  明：此次由板橋西區扶輪社與板橋中區扶輪社
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伉儷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1.板橋扶輪社社⾧林傳傑P.Michael帶來「疼惜咱的

寶貝-兒少安全 你我醫起來守護」計劃說明，熱
情邀請各社㇐同參與此項活動。此計畫主要內容
是希望透過基層診所醫師在看診的第㇐時間，能
及早發現兒虐個案並進行通報。 

活動報告 
(1)感謝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鄭明煌 P.Sony 和板橋

南區扶輪社社⾧吳俊德 P.David 共同贈送與會
人員手工牛軋糖㇐盒。 

(2)2018-2019 年 度 第 十 分 區 助 理 總 監 林 蔚 濠
AG.Cilin，帶來「烏來地區家用自來水接管計劃」
效益及延續性說明，煩請各社執祕待通知之後，
再匯入 RI 款項。 

 
 
 
 
(3)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鄭明煌 P.Sony 帶來「全球

獎助金-台灣 C 肝篩檢活動計劃」內容及延續性
說明，請各社踴躍支持。 

會議於下午六時圓滿結束，板橋南區扶輪社社⾧吳
俊德P.David宣佈散會。 
 
 

 

 
 

 
 

能為扶輪貢獻 

扶輪的五大服務，達到服務與聯誼的目標： 

1.透過社務服務，可獲得學習組織運作的機會，
在服務中產生樂趣、建立友誼。 

2.透過職業服務，提高職業道德，推廣專業技

能，輔導協助就業，促進社會安定。 
3.透過社區服務，滿足社區需求，改善社區環

境，培養自立自強，持續發展的能力。 

4.透過國際服務，發揮人道的精神，人溺己溺的
情懷，促進世界瞭解及和平。 

5.透過青少年服務，擴展青少年的視野，訓練組

織領導能力，成為未來的領導人。 

服務方向集中在六大焦點領域 

和平及衝突預防／解決、疾病預防與治療、

水與衛生、婦幼保健、基礎教育與識字、以及經
濟與社區發展扶輪基金會提供全球獎助金，地

區獎助金與套裝式(包裹式)獎助金，除了地區獎

助金之外，皆以六大交點領域的服務項目為服
務的訴求重點，目前最優先項目是根除小兒痲

痹。 

由於扶輪及我們的國際夥伴的合作努力，
從 1988 年起，小兒痲痹病例的數字已降低百

分之 99。預期於 2018 年達到 100%而於 2025

年正式認證，根除小兒痲痹。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Banker,Brain,Garden,Golf,Infinity, 

Pipe,Tony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朱魯青 負責人 朱魯青私人美術館  本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0,000 

Ocean 第三期 4,250 

Genial 第三期 4,250 

Green 第三期 4,250 

Miller 第二期 4,250 

Miller 第三期 4,250 

Jyi-Lih 第三期 4,250 

Silk 第三期 4,250 

Syo-Tei 第二期 4,250 

Syo-Tei 第三期 4,250 

Michael 第三期 50,000 

Jet 第㇐期 4,250 

Jet 第二期 4,250 

Jet 第三期 4,250 

Art 第㇐期 4,250 

Art 第二期 4,250 

Art 第三期 4,250 

Ortho 第三期 4,250 

Stone 第三期 6,250 

Wealth 第二期 4,250 

Wealth 第三期 4,250 

小計  132,750 

合計  NT$912,750 

㇐般捐款 
Lucky 歡迎朱魯青先生蒞臨演講 2,000 

合計  NT$2,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Carbon 結婚 58 週年快樂 1,000 

Franklin 歡喜結婚週年紀念日 1,000 

Park 1/20 生日快樂 1,000 

Timmy 1/2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Frank 1/27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1/28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olf 1/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A Cheng 1/2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8,000 

 

 
 

 

 
 

 

第 2758 次例會 
(㇐月十六日) 

     第 2760 例會 

                        109 年 01 月 30 日 

●主講人：金甌女中 戴昌儀 音樂老師 

●講題：貝多芬的王者之聲 

●節目介紹人：張立昇 社友 

     第 2761 例會 

                        109 年 02 月 06 日 

●例會時間變更如下 

下午 6：00 報到、6:20 用餐 

     7：00 開會、8：30 例會結束 

●日本船引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