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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進 社友(40.12.22)Tea 

陳則亘 社友(74.12.22)Tile 

吳培聖 社友(49.12.26)Implant 

陳山志 社友(54.12.27)Ortho 

饒吳冠 社友夫人(12.24)Tiger 夫人 

林當煒 社友夫人(12.25)Joe 夫人 

賴正時 前總監夫人(12.28)P.D.G.Victor 夫人 

♥ 鄭錦玉 前社⾧(62.12.22)P.P.Diamond 

鄭林惠卿 女士(結婚四十九週年紀念日) 

♥ 陳國義 前社⾧(55.12.23)P.P.Base 

陳林杏 女士(結婚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 陳豐書 社友(75.12.27)Alan 

王美雲 女士(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佰萬功勞獎】 

壹仟參佰萬元 

( )

2023-2024 ( 57 )

 

時間：11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 

下午 2：30 
地點：PP Lucky 為於土城之新建案 

-綠見竺(新北市土城區學士路 292 號) 

讀書會主題：壯世代之春-高齡解放運動 9 大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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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10 次例會  
(十二月十五日) 

 
英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江基清 負責人 

什麼是扶輪公益網? 

 

 

 

全台 12 地區， 

12 地區己設立委員會 

重要性愈來愈被重視 

扶輪公益網還有做 
哪些事? 
．365 天都可以做物

資媒合(舊愛變新歡) 

．公益天使講習會  

．年度特別捐贈(成人紙尿褲、熱水器、瓦斯爐…)赠  

．寒冬送暖 

．耶誕環保挖寶趣跳蚤市場  

．螞蟻計劃（講師團全員出動） 

如何加入扶輪公益網? 

 

 

 



 

 

 

 

2022 年 7 月開始 Imagine Rotary 這個概念

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尤其在看了國際扶輪首位女性

社⾧ Jennifer E. Jones 公布影片之後，我知道『女

力時代」真實發生。 

過去時代多以男性大膽、剛毅果斷的社會成就

為眾人注目的焦點，爾今，寶眷在家庭、事業相輔，

承擔的不只是社友們背後堅定的力量，甚至於公開

社交場合參與或主持扶輪活動中，更有多元角色活

躍的展現，女性社友柔和蘊含熱情的光芒，細緻的

思維，更有溫度的同理心來幫助社會，已然形成㇐

種專屬女人的力量。 

11 月 11 日是俗稱的單身節，總監夫人 Salina

特別選了這㇐天舉辦「寶尊春聯誼會」，容我成為

女孩盛裝打扮當個小公主參加這場粉紅派對，就像

學校時代的姐妹會，㇐起瘋狂，為自己『獨㇐無二

的存在」歡呼！ 

活動節目從『相愛不相絆，快樂伴㇐生』專題

演講開始，邀請總監及夫人上台做了㇐個小小實驗

診斷，台下的我們其實都很興奮想知道醫師會怎麼

說呢?大致男性思維與女性的差異…相處云云，我

聽到㇐個重點，女性其實是語言表達的高手，㇐旦

論及情理，有居於上風之勢，但內心又是萬般柔情

似水、體貼入微，男子就不同了，那是愛在心卻惜

口如金。我們都很欣賞總監 Paul 小小臉紅甚是可

愛的小男孩模樣，我想夫妻日常即是默契中相知相

惜的乾坤和樂，你我皆是如此，㇐切盡在不言中。 

亞斯樂團重量級音樂旋律為背景，寶眷們把酒

言歡像快樂小公主穿梭其中，總監夫人帶領寶眷藝

術舞團進場，俏皮的小短裙，百老匯式爵士舞讓我

們驚呼不斷，所有寶尊眷們在熱情的 Live 唱、歡樂

的氣氛下，互邀相繼登台搖擺滾動舞姿，畫面盛大 

 

 

溫馨也拉近了彼此的友誼；主持人有趣刺激的抽獎

階段，板橋社三次獲獎，真是羨慕三位夫人的福氣

好運，最後還收到總監夫人精心挑選贈送的禮物㇐

閃亮手包，由衷感謝也體會到夫人這些日子以來的

用心策劃、安排這場活動。 

整個聯誼活動流暢、充滿歡笑，凝聚了 3490

地區寶眷的友誼，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再㇐次深刻

感覺扶輪，更加愛上扶輪這個大家庭。『世間最美

好的相處，那就是並肩而行，不是㇐高㇐低，更不

是㇐主㇐輔。』寶眷夫人們在 3490 地區的定位即

是持續用『無可限量的女力」與社友們並盾同行，

為扶輪公益、為社會盡心盡力。 

想像扶輪中的 imagine…意義深遠，任何人事

物都有同樣的機會，性別相異亦能在相同的價值觀

之下，多元、平等及包容(DEI)，合㇐踐行扶輪宗旨。

社會曾框架女性，如今每㇐次由女性主導的活動都

在打破社會文化賦予性別預設的觀點，而扶輪打開

機會，這次聯誼會正展現了女性的活躍、推動整合

團隊運作的組織、領導能力，不同於以往傳統的輔

助角色，寶眷夫人們在舞台上自信洋溢的模樣，我

相信未來這個社會將有更多傑出的女性加入扶輪，

幫助更多女性肯定自我價值，改變社會文化看待女

性的立場。如同國際扶輪社⾧ Jenifer E. Jones 述

及『女性也能自己的道路，想像並追逐夢想」。在世

界各個角落，任何事情皆有可能，打開界限，勇敢

『想像』!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願世上所有女性，身處自由的世界『做自己』 

化夢想為行動，行善天下，應有妳同行。 

以上文章由 Service 社⾧夫人 鍾如盈提供 

並摘自 11 月份總監月刊 

 



 

 

第 2910 次例會  
(十二月十五日)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am,Care,Frank,Implant,Infinity,Lin,Max, 
Money,Peter,Pipe,Recycle,Stone,Tile,Vincen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江基清 負責人 英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 
PP Luke 扶輪公益網主委 本社 
PE Pos 扶輪公益網執行⾧ 本社 

IPP Sophie 扶輪公益網講師團副團
⾧ 本社 

PP Fortuna 扶輪公益網委員 本社 
四、捐款報告 

 
  692,667 

James  4,250 
James  4,250 

  8,500 
  NT$701,167 

㇐般捐款 
Victor  6,000 
Gyne  1,000 
Silk  1,000 
Book  12,000 
Mark  1,000 

Printer 
PP Al

Luke  
1,000 

  NT$22,000 
㇐般捐款(IOU) 
Service  2,000 
E.Fu.Ku 12/16  2,000 

Family 
Luke PP

 
1,000 

Green 12/15  1,000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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