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林慶明 Young 蒞臨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12:3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五大委員會主委、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委、國際主委、 

新世代主委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謝堂誠 Land 

 (2)介紹貴賓……………………………………… 聯誼 林金結 Stainless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 周大堯先生 

社區服務主委 劉炳宏 Hero 

 (4)秘書報告……………………………………… 秘書 賴建男 Otoko 

 (5)糾察活動……………………………………… 糾察 張富逸 P.P.Eric 

 (6)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林美枝 A.G.Miei 

 (7)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Young 

 (8)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Young 

 (9)致贈紀念品…………………………………… 社長 謝堂誠 Land 

 (10)出席報告……………………………………… 出席 張正鳴 Jason 

 (11)紅箱報告…………………………………… 糾察 張富逸 P.P.Eric 

 (12)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社長 謝堂誠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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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04 日   第 1314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亞東醫院微創脊椎外科主任鮑 

卓倫先生、社長夫人顏美淑女士、P.P.夫人 

李林素英女士、P.P.夫人郭徐桃子女士、P.P.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夫人陳麗慧女士、 

社夫人潘素文女士、社友夫人邱碧霞女士、 

社友夫人蘇美存女士、社友夫人蘇曉貞女 

士、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團團長鄭翔隆先 

生、團員謝準提先生、社友千金張以柔小姐 

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Toms 社友生日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由團長鄭翔隆先生

代表全體團員為 Uncle 獻上蛋糕，祝福各位

Uncle 父親節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尚未繳納七-九月份社費之社友，敬請於

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3) 八月十一日為地區總監 YOUNG 公式訪

問，敬請全體社友務必穿著西裝、搭配

總監致贈紅色領帶出席例會。 

(4) 八月十八日中午例會為，九扶輪社聯合

例會，為統計中午用餐人數，敬請不克

參加之社友，儘早告知余 s。 

(5)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考上高中、

專科、大學、研究所者，敬請告知余 s，

社內將在 9/23 爐邊會時頒發獎學金、紀

念品予各位莘莘學子。 

 P.P.Fuku 介紹主講者： 

姓名：鮑卓倫先生 

學歷：台大醫學系畢 

台大醫學院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生 

現任：亞東醫院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亞東醫院骨科及創傷科主治醫師 

      亞東醫院 7D 病房主任 

      台大醫院骨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曾任：台大醫院骨科部總住院醫師 

      台大骨科部脊椎醫學 

台大運動醫學科研究員 

亞東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腰酸背痛保健 

 

 

 

 

 

 

 

 

 

 

 

 

亞東醫院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鮑卓倫先生 

在骨科門診裡，每天都有各式各樣腰酸背痛

的病人來求診，每個人的臨床表現有點類似卻也

不盡相同，各式各樣的原因都有，可能是單純的

肌肉疲勞或肌肉拉傷，也可能是椎間盤病變或骨

質疏鬆症引起的脊椎壓迫性骨折，若合併有坐骨

神經痛則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或椎管狹窄，甚至比

較少見的脊椎感染症或骨癌等可怕的疾病，不但

在診斷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在治療與疾病的預後

也有相當大的歧異。 

    對於姿勢不良引起的肌肉疲勞，運動或搬重

物之後引起的肌肉拉傷，首要之務為適當的休

息。所謂的「休息」並不是只消極的躺在床上，

這樣是不會改善的；我們應該停止負重的工作，

找一張舒適的床，趴在床上在局部用熱敷墊予以

熱敷，促進脊椎及背部肌肉血液循環，適度的按

摩讓肌肉放鬆，也讓心情放輕鬆。如果症狀較為

嚴重，則可以服用簡單的止痛藥（如普拿疼）及

肌肉鬆弛劑幫助症狀緩解。當症狀紓緩時，則可

做一些背部及腹部的伸展運動，讓肌肉回復原來



的彈性及伸展性。如果症狀仍然無法改善，就應

該找復健科或骨科醫師幫忙，但必須了解即使是

輕微的肌肉拉傷，也必須三到七天的休養才能回

復，而且病患應該試著找出原因，改善不良的姿

勢或動作，才能減少再次復發的機會。 

椎間盤突出或椎管狹窄 

所引起的下背痛通常在下背部接近褲腰帶高度

的部位，酸痛較為常見，但也常牽連到臀部及大

腿的外側或前側。椎間盤突出較常發生在年輕人

或中壯年人，與受傷的機轉較為相關，通常為急

性發作；而椎管狹窄與退化或骨刺有關，所以較

常發生在老年人，通常會有幾個月或幾年的病

史。除了下背痛之外，坐骨神經痛及間歇性跛行

更是這類病患求診的最主要原因。典型的坐骨神

經痛為刺痛及麻痛，有時伴隨令人難受的灼熱

感，在彎腰或抬腿時會使症狀加劇。疼痛部位和

受到壓迫的脊椎神經根有關，最常見的是由下背

延伸到大腿後外側及膝蓋外側附近，並向下延伸

到小腿肚、腳背或腳底等部位，嚴重時會進一步

引起神經功能障礙如：下肢麻木、知覺喪失或肌

肉無力、行動不便等症狀。如果嚴重到造成大小

便功能障礙，就必須緊急手術治療。間歇性跛行

則為腰椎椎管狹窄最特殊的症狀，特徵是下背痛

或坐骨神經痛在行走、運動或站立時加劇，但在

休息、坐下或蹲下時就可以緩解，甚至完全消

失。所以走路時會彎腰駝背，走一段路後就必須

坐下來休息。神經壓迫越嚴重，能走的距離就會

越來越短。在症狀剛發生的時候，前述對於肌肉

拉傷的休息治療仍然可以應用於椎間盤突出或

椎管狹窄，但若效果不佳，應尋求復健科或骨科

醫師診治，在藥物及復健的治療下，大多數病患

的症狀可以有效緩解，如果持續三個月的復健治

療無效或復健過程中症狀加劇，最好進一步檢查

是否有手術治療的必要。 

骨質疏鬆症 

常見於女性病患，臨床上雖沒有明顯的症狀，但

卻容易因輕微創傷導致骨折，常見的脊椎體及髖

部骨折常造成病患嚴重疼痛失能，所引發的後遺

症也非常嚴重。椎體骨折與四肢長骨骨折不同，

並不會斷成兩截，當椎體無法承受體重由上而下

所給予的垂直應力時，就會被壓扁或壓碎，所以

特稱為「壓迫性骨折」。老年人骨質疏鬆，有時

候只是輕輕跌坐在地上，或彎腰去搬較重的東

西，就可能發生骨折。「預防重於治療」是骨鬆

治療最重要的原則，高風險或停經期前後的婦女

尤其應特別注意，平常應保持均衡飲食，並加強

鈣質及維他命 D的攝取。更重要的是預防跌倒，

若是行動不便或平衡感不佳的人，出門散步時最

好帶根拐杖輔助並放慢腳步。 

    有腰酸背痛的人照X光常見到腰椎有骨刺生

成，許多人因為對骨刺的認知不正確，誤以為骨

刺是不治之症而心生恐懼，甚至接受不正確的治

療，坊間有許多民俗療法強調可以根治骨刺，甚

至只要敷草藥可以將骨刺拔除，這樣誇張的宣傳

手法相當無稽。我們必須先了解骨刺其實就是贅

生骨，與關節退化有關，會在關節的周邊多長出

一些多餘的小骨，這是組織老化的一種生理變化

而已，骨刺一旦形成，就不可能消失，如同人無

法返老還童一樣。所幸大部分的骨刺只是偶而讓

人覺得腰痠背痛，不致造成病痛，所以不必太過

在意，但若或過多的骨刺向椎管內生長的話，就

會壓迫到椎管裡的脊髓神經而導致下背痛、坐骨

神經痛以及間歇性跛行等症狀，這時才真的需要

治療。 

什麼時候需要手術治療？ 

1.有神經壓迫症狀如麻木、無力或大小便無法 

控制（有漸進性症狀時須緊急手術） 

2.坐骨神經痛證實為神經壓迫所造成 

3.神經性間歇性跛行經保守治療無效 

4.漸進性椎體滑脫 

5.椎體滑脫造成背痛經保守治療無效 

6.脊椎退化性關節炎經保守治療無效 

7.壓迫性骨折造成嚴重背痛、駝背或神經壓迫 

『傳統脊椎手術』 

傷口大、破壞多、恢復慢、後遺症。 

傷口約 8-10 公分，平均住院 5天。 

『微創脊椎手術』 

優點：術後疼痛少，恢復快，併發後遺症機會

小。傷口約 1.6 公分，平均住院 3天。 

缺點：需要長時間學習訓練器械、儀器及生醫

材料昂貴、全民健保無法全額給付。. 

   綜上所述，腰酸背痛的原因相當多樣化，有

些很輕微，適度休息之後就會恢復；有些則可能

相當嚴重，必須找醫師診治、復健甚至手術。若

有充分的認識，平時保持正確的姿勢，適度的運

動，均衡的飲食，相信大家都可以走得輕鬆、坐

得自在。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鮑

主任，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狀況、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4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劉炳宏、 

謝堂誠、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 

吳振斌、黃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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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 第 1318 次例會，「醫美停看聽」

亞東醫院醫學美容中心主任 蔡宗樺先

生 

        09/08 第 1319 次例會，「粉瘤不可輕易

忽視」亞東醫院整形外科醫師 黃慧夫

先生。 

        09/15 第 1320 次例會，社區服務-新北

市第二、四、七分區扶輪社聯合世界清

潔日假土城堤防道外浮洲橋下舉行。 

        09/22 第 1321 次例會，為舉辦「慶祝中

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暨頒發社友

子女金榜題名」故延至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

麵餐廳舉行。 

        09/29 第 1322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年度社友子女金榜題名獎學金、紀念 

品。請討論。 

決  議：獎學金(研究所、大學 5,000 元，專科、 

高中 3,000 元)，紀念品 500 元。 

2012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 

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

實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

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本年度扶輪基金認捐者】 
【保羅哈理斯之友】 

(1) 郭祐福(P.P.Fuku) US$1,000. 
(2) 郭昭揚(P.P.James) US$1,000. 
(3) 謝堂誠(Land) US$1,000. 
(4) 邱明政(P.P.Masa) US$1,000. 
(5) 陳萬祥(Roberta) US$1,000.  
(6) 劉炳華(P.P.Stock) US$5,000. 
(7) 邱仁賢(Sunny) US$1,000. 
(8) 林同義(P.P.Tony) US$1,000. 
(9) 郭道明(P.D.G.Trading) US$1,000. 
(10) 黃文龍(P.P.Wood) US$1,000. 

【永久基金】 

(1) 謝堂誠(Land) US$1,000. 
(2) 黃文龍(P.P.Wood)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 郭祐福(P.P.Fuku) NT$10,000. 
(2) 郭昭揚(P.P.James) NT$10,000. 
(3) 謝姁恬(Land 千金) NT$10,000. 
(4) 謝密君(Land 千金) NT$10,000. 
(5) 謝斐帆(Land 千金) NT$10,000. 
(6) 羅國龍(Lobo) NT$10,000. 
(7) 邱明政(P.P.Masa) NT$10,000. 
(8) 陳萬祥(Roberta) NT$10,000. 
(9) 張茂樹(P.P.Shige) NT$10,000. 
(10) 李榮鏗(P.P.Smile) NT$10,000. 
(11) 林金結(Stainless) NT$10,000. 
(12) 邱仁賢(Sunny) NT$10,000. 
(13) 吳振斌(P.P.Tea) NT$10,000. 
(14) 郭道明(P.D.G.Trading) NT$10,000. 
(15) 黃文龍(P.P.Wood) NT$10,000.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

安全工作大隊長筒防滑鞋暨表

揚志工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0:00 
地    點：大阪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社區服務-頒發台灣慈幼會弱

勢家庭孩童獎助金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5:00 
地    點：聖約翰科技大學 

(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姓名 年齡 鄉鎮 近況 

蔡順吉 17 南投縣 
南投巿 

順吉為能繼續排球之路，選擇就讀遠東科大電機系一年級，主動加入學校的排球校隊，

知悉家境清苦的順吉，為分擔祖母經濟壓力，利用暑假期間至餐廳打工，所賺的錢預

備支付大學費用。同住祖母已八十高齡，身體尚硬朗，仍靠拾荒賣錢維生，而父親 92

年車禍腦部受傷，至今行動能不便，雙腳亦有痛風問題，無法外出工作養家，三餐賴

祖母張羅。 

蔡旻軒 17 南投縣 
埔里鎮 

旻軒的母親仍從事香菇寮工作，工作天數不定，前一陣子為香菇採收期，每天從早工

作到晚，雖每次工作收入不多但母親仍努力工作；旻軒利用暑假期間應徵撿百香果及

裝箱運送等工作內容，從早工作到晚，旻軒尚能適應工作環境且很盡責任；旻軒已高

三畢業，但因某些學科未達標準分數，以致旻軒開學後仍需留在學校修學分，旻軒雖

然在課業成績上未能表現優異，但旻軒很能體恤母親的辛勞，會替母親減輕家中經濟

負擔，旻軒亦尚未決定是否繼續升讀大學，尚在規劃當中。 

許姜太懿 13 南投縣 
仁愛鄉 

太懿的父親於 100 年因病過世，母親在山上從事農雜工，工作機會有限且收入不多。

太懿的姐姐目前在中部擔任助理工作，三位哥哥原想繼續升學，但考量家中經濟，紛

紛決定休學工作或服兵役，以減輕家中負擔。太懿目前即將升上國中二年級，成績亮

眼且平時表現優異，雖然沒有參加額外的補習課程，成績卻始終令母親相當放心。 

林瑋煦 12 南投縣 
仁愛鄉 

瑋煦的父親 93年肝硬化過世，母親於多年前離家不顧，自幼由祖父母協助照顧，祖父

母年邁多病，工作能力有限，目前住在仁愛山上，閒暇時間種種茶葉貼補家用，瑋煦

原先與祖父母居住在山上，一年前姑姑考量案祖父母對瑋煦照顧過於放縱、疼寵，以

及山上教育資源較缺乏，故舉家從台南搬至埔里，並將瑋煦帶至埔里協助照顧，瑋煦

目前國小畢業，未來將就讀家中附近國中，假日時會回仁愛陪伴祖父母。 

林子蓉 17 新北市 
板橋區 

子蓉個性乖巧獨立，假日有空就會到阿姨的安親班幫忙，由於常與孩子接觸，今年中

心幼兒啟蒙方案請她協助照顧小朋友，子蓉對此工作頗能勝任。子蓉的課業尚佳，惟

獨數理能力較差，這學期還需重修會計學分，子蓉表示會繼續努力。 

張 翊 18 新北市 
三峽區 

張翊今年復興高職廣告設計科畢業，畢業後暫時至新竹二阿姨家居住，晚上則至二阿

姨任職的物流公司打工，張翊對於 cosplay 很有興趣，目前會自行找尋國外廠商購買

相關道具，若同好有需求會代為購買以賺取價差。張翊剛考完指考，心目中第一志願

是台北藝術大學夜間部，若未能上榜，則會優先選擇北部學校，並朝設計相關科系繼

續進修。 

吳啟菖 22 臺北市 
北投區 

啟菖目前就讀研究所電機系二年級，預計明年六月畢業。啟菖在生涯規劃上目前想先

申請替代役，待服完兵役後想從事科技業之相關工作。啟菖從碩一開始就在做關於雷

射加工及微穿孔方面的研究，暑假也都得待在學校研究室持續研究，故暑假期間啟菖

無法回家。啟菖的成績不錯，上學期的平均分數約在 80 分左右。啟菖目前都待在雲林，

母親目前在麵店工作，大弟目前預計 8 月要去當兵，而最小的弟弟已經服完兵役，準

備就業。 

傅朝陽 13 新北市 
蘆洲區 

朝陽這學期參加中心籃球隊,人緣非常好,暑假期間,因朝陽會到學校參加課輔班,朝陽

要求嬤嬤要有休息時間,故每週六中心課輔暫時停止 

朝陽很愛看書,因數理能力以及英文不好,媽媽一直想讓朝陽補習,但朝陽沒有意願,媽

媽也沒辦法勉強;媽媽一直希望朝陽念大學,但朝陽卻想要念高職學技術,讓媽媽很難

接受。 

林子安 18 新北市 
板橋區 

子安平時住校，假日才會返家，寒暑假則會到阿姨的安親班幫忙和打工，子安學業表

現尚可，課業不須媽媽擔心，最近自我要求嘗試報考機車駕照，後來也順利考取。 

胡惠玲 15 新北市 
泰山區 

惠玲父親原從事水電工作，92年間因發生車禍意外傷及腦部，影響智能及工作能力，

目前僅能在家做些簡單家務惠玲母親目前於工廠擔任作業員，工作時數長，收入有限，

不過仍努力工作，假日兼差希望能夠增加家庭收入，面對生活的困苦，惠玲母親以堅

強感恩的態度面對。惠玲排行老大，9 月將升高職美術科一年級，個性內向懂事，喜

歡畫畫，其尚有就讀國中三年級的弟弟，兩人關係十分融洽。 

潘馨瑜 19 新北市 
烏來區 

惠玲母親為家中主要生計者，雖努力工作，但每月收入，入不敷出，一家節儉渡日，

生活拮据，以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 

黃至筌 6 台北市 
中正區 

至筌及二名妹妹，現由母親撫養。至筌媽媽在近日遭受友人騷擾，一面處理法律訴訟

問題，另一方面仍需照顧至筌兄妹三人，分身乏術。經社會局評估建議，至筌和大妹

將於 8 月初進入育幼院短期安置，而至筌媽媽則照顧漒褓中的小妹。近期也即將搬遷

至台北市政府設置的平價住宅居住，房屋免租金，家扶中心將協助至筌家搬遷事宜。



2012-2013 年度地區總監 林慶明(Young) 簡介 

所 屬 社： 花蓮港區社 

職業分類： 石材加工 

出生日期： 1957 年 11 月 12 日 

配偶姓名： 賴美娟女士 

學    歷： 中興大學 

服務單位： 保德大理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 970 花蓮市美工八街 17 號 

電  話： 03-8233611 

傳    真： 03-8233616 
 

2012-2013 年度地區秘書長 張志賢(Camera)簡介 

 所 屬 社： 花蓮港區社 

 職業分類： 照相器材 

 出    生： 55 年 10 月 27 日 

 夫人生日： 吳秀珠女士 

 服務單位： 焦點公司負責人 

 地    址： 花蓮市中山路 374 號 

 電    話： (03)8358136 

 傳    真： (03)8333214 

 行動電話： 0932-523327 
 

2012-2013 年度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林美枝(Miei) 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中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政府-公務人員（退休）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302 巷 2 號 

電    話： (02)2966-2888 

傳  真： (02)2968-8822 

手    機： 0910-216-302 

E-Mail： miei7@hotmail.com 
 

2012-2013 年度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賴麗雲(Maggie) 簡介 

 
所 屬 社： 新北市扶輪社 

職業分類： 電子材料 

服務單位： 亞式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 49 巷 3 號 

電    話： 02-29552100 

傳    真： 02-29536902 



2012-2013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一、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 

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獎助。 

(1)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付學費者。 

(2)在校成績優良年齡三十五歲以下為原則。 

(3)在各扶輪地區或就學地區設籍者。 

(4)非扶輪社員(包括名譽社友)之子女者。 

(5)非在職進修者為原則。 

(6)出具本筆獎學金不得挪為他用承諾書者。 

(7)具有學術方面特殊才能或貢獻，並於畢業後有志回饋扶輪者。 

(8)申請學生必須經由各地區扶輪社推薦。 

(9)每一扶輪社以推薦一名學生為原則。但在二○一二年八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前捐款（含

認捐承諾）每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得增加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乙名，每超過新台幣十五萬元得

增加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乙名，捐款愈多，優先推薦名額愈多。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唯不

受地區之限制）並透過各扶輪社辦理推薦。 

四、申請日期： 

申請人於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向戶籍

所在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如發現重複申請者，即取消其資格。 

五、推薦日期及報名地點： 

各扶輪社依本辦法第三條第八項規定，在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經初審後出具推薦公函以

掛號郵寄至各地區總監辦事處收，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公共關係-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架設扶輪宣導看板 

架設時間：7月 25 日(星期三) 

架設地點：板橋區區運路天皇餐廳、板橋區實踐路 81 號 

 
 
 
 
 
 
 
 
 
 
 
感謝新北市 C.P.Rebekah、社長 Land 無償提供場地，讓新北市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 

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新北市社、板橋群英社)，架 

設扶輪宣傳看板。 

 



本週節目 

八月十一日 

第 1315 次例會 

地區總監林慶明 Young 蒞臨公式訪問 
 

下週節目 

八月十八日 

第 1316 次例會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五樓註冊、午餐 

       13:00-三樓鳴鐘開會 

主講：IDI 朝代國際集團總裁 柯耀宗先生  

講題：超級價值力-競爭優勢大改造 

(剖析創造價值的關鍵) 

 

敬祝 生日快樂! 
 李郁文社友(08.14)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08.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蔡宗原社友(08.12)26 年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 

兒少權益宣導活動 

時    間：8月 12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新光三越 A8、A9、A11 三館間）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 

時    間：8月 22 日(星期三)10:00 
地    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 

(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8月04日   第131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Decor、Herbert、 
Jerry、Main-Long、Master、Picasso、 
Smile、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First、Stainless、Sun-Rise、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8月04日   第131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37,000
Bright 2,000 Lankes 1,000
Cathay 1,000 Lawyer 1,000
Dental 2,000 Life 1,000
Eric 2,000 Noni 1,000
Fuku 1,000 Otoko 1,000
Gary 2,000 Polo 1,000
George 1,000 Roberta 1,000
Hero 1,000 Shige 5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unior 2,000 Sunny 1,500
Just 500 Trading 2,000
Land 6,500 Wood 1,000
小計：      $36,000 總計：    $173,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3,400
Archi 5,200 Noni 5,200
Bright 5,200 Polo 5,200
Duval 5,200 Roberta 7,700
Gary 7,700 Stainless 7,700
小計：      $49,100 總計：     $162,5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0
Eric 3,000 Land 2,000
Fuku 1,000 Roberta 1,000
George 2,000 Shige 500
Hero 5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Sunny 500
Jason 1,000 Trading 1,000
Just 500 Wood 1,000
小計：      $16,000 總計：     $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