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中秋節佳節愉快! 

增員、增圓、增緣、增延 
 姓    名：黃文平 社    名：Alumi 

出    生：59 年 3 月 1 日 職業分類：金屬門窗業  

夫人姓名：謝淑滿 

夫人生日：61 年 10 月 24 日 結婚日期：  

服務單位：大協科技門窗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2964-0796 公司傳真：8676-4266 

行動電話：0933-837-766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 129 號  

住家電話：8676-4268 夫人行動：0936-999-568 

住家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 129 號 

介 紹 人：劉炳華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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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31 日   第 1370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準社友靜思牙醫診所醫師呂仁團先生、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情義」、「愛輪轉千萬年」。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臨時理事

會，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

議。 

(2) 感謝 PP SMILE 致贈全體社友月餅。 

(3) 原訂九月七日(星期六)之例會提前

至九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彭園湘菜館舉行「慶祝中秋

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金榜題名學生撥

冗出席。 

(4) P.P.FUKU 孫女郭瀞澤小姐謹訂於九

月七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台北

君品飯店舉行訂婚典禮，敬邀全體社

友伉儷撥冗出席。 

 副社長 P.P.First 主持社務討論會，與會社

友提議下次例會時安排一桌素食，並思考如

何凝聚社友對社內的向心力。並邀請新社友

Tiger、準社友呂仁團先生上台自我介紹。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狀況、紅箱收入情形。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八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張正鳴、陳嘉偉、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郭道明。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來賓呂仁團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 

        謹訂於九月十四日(星期六)中午例會 

假社館舉行入社儀式。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7 日(星期二)09:30 

地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板橋區民享街 37 號) 

中秋節是中國三大節慶之一，本社連續第七年與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攜手合作，在中秋節

前夕舉辦捐血活動，除了希望能讓民眾提早感受過節氣氛，品嚐台灣道地的糕點美味外，也期

待藉由這濃濃的人情味以及滿滿的幸福，激勵民眾捐血救人的意願，而我們所贈送的糕餅，更

是新北市糕餅商同業公會會員所提供的優良產品，讓我們募集了 191 袋的熱血，期望能為血庫

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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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姓名：吳怡勳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醫學插畫研究所 

社友姓名：吳晉福 Dental 

2. 

考生姓名：楊菁菁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文化大學觀光系 

社友姓名：楊耀程 Frank 

3. 

考生姓名：周書緯先生 

稱    謂：公子 

考取學校：竹林高中 

社友姓名：周正義 Justice 

4. 

考生姓名：賴彥廷先生 

稱    謂：公子 

考取學校：東山高中 

社友姓名：賴建男 Otok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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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七社聯合清潔活動 

時間：9月 28 日(星期六)09:00 

打掃：新北市站前廣場及板橋火車站外圍 

程序：09:00 集合-板橋站前廣場(板橋火車站北門對面) 

        09:30 開始清潔環境 

        10:30 清潔完畢集合、CPR.AED 教學 

        11:30 散會 

        12:00 土城海霸王餐敘 

備註：(1)當日請穿著社長 Lobo 致贈之粉色 Polo 衫、夫人米白色背心出席。 

        (2)為響應環保屆時飲用水請自行準備。 

 

【職業服務參觀】 

日期：10 月 3 日(星期四) 

行程：08:20 四川路社館出發 

08:30 文化路馥華飯店出發 

09:00 參觀總統府 

10:30 參觀台北賓館 

12:10 中午康園餐廳用餐 

13:10 參觀立法院 

14:00 返回板橋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與。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

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19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 

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 

面、紀念品乙份。 



本週節目 

九月七日 

第 1371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議暨頒發

金榜題名」故經理事會決議提前至九月一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湘菜館

舉行例會。 

爐主：劉孟賜、邱顯清、楊耀程、郭祐福、 

李水日、周正義、謝堂誠、羅致政、 

張茂樹、劉炳華、邱仁賢、陳偉信、 

黃文龍 

 

下週節目 

九月十四日 

第 137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章明仁 

主  講  者：舞蹈瑜珈老師 廖婉雅小姐 

講      題：抒壓慢活的夏威夷-青春 Hula 

              一下遠離酸痛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08月 31日   第 137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Cathay、Duval、 

Frank、George、Herbert、Jeremy、 

Ming-Long、Picasso、Tom、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Gary、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08月 31日   第 137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298,000

Eric 500 Jason 1,000

First 1,000 Land 1,000

Fuku 1,000 Lobo 3,000

Hero 1,000 Otoko 2,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13,500 總計：    $311,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18,400

Jack 5,200 Shige 5,200

Lawyer 5,200 Tom 5,200

Otoko 11,500  

小計：     $32,300 總計：     $250,700
 

請推薦 2013-2014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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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付學 

費者，得申請獎助。 
四、申請日期：申請人於二○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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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