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9 日   第 1377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中華民國美髮美容經營者聯誼會會長林

振哲先生、領唱老師蔡郁菁小姐、受表揚優良

員工宸實建設公司會計經理林淑惠小姐、鴻暘

建設公司會計經理薛惠文小姐、寶明建設公司

會計副理陳端端小姐、台新營造會計專員白芳

綺小姐、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特別助理葉甄宜小

姐、冠寶開發公司特別助理 戴忠德先生、蒞

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Tony、P.P.Tea 夫人、Polo 夫

人、Alumi 夫人，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Duv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臨時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秋季旅遊-南投米堤二日遊，謹訂於十月

二十七日(星期日)-十月二十八日(星期

一)舉行。早上 6:50 假四川路社館、文化

路馥華飯店出發，當日社內會準備早餐、

水果、礦泉水。 

(3)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

聯誼賽，謹訂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上

午 10：00 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報名費用：每人 500 元。擊球費用：每人

2,550 元(含球車、桿弟費、水一瓶)。參 加 

獎：手套+球一條+水+點心。欲參加之社

友寶眷請向余 s報名。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首先請雇主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蹟，在

委請職業主委 Roberta、社長 Lobo 代表本社

頒發獎牌、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業之精

神，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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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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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日期：10 月 19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合影留念                    社長 Lobo、職業主委 Roberta 頒發獎牌、禮 

金予受表揚員工 

 

【職業服務-參觀總統府、外交部、立法院、台北賓館】 
日期：10 月 3 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抵達前身為日據時期之台灣總督府，現在為中華民國政治中樞的「總統府」。總統
府，不僅見證了台灣歷史，也是許多重要政策決定的場所。其建築物特色：為配合熱帶氣候，各
方向都留設寬廣的陽台空間作為乘涼及生活空間；室內均可直接與陽台銜接；陽台天花板有極佳
的通風設計。總統府平面為「日」字形，雖有象徵日人統治之說，但實際上這是最佳的耐震平面，
再加上一至五樓設計有八角形封閉式盒狀構造，更有助整體結構的穩固及耐震。 

上午十時三十分，抵達為國家建立及維護與他國良好的外交關係的「外交部」。由於我國在國
際上的處境困窘，因此，在有邦交的國家，是盡力確保兩國邦誼；而在沒有邦交的國家，則是積
極拓展關係。外交部也特別安排宋大使，與我們分享在異國擔任外交官時之所見所聞。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抵達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看到在新聞上官員們彼此質詢、互嗆
的議場，大家都迫不及待站上議事台拍照留念，過過當委員的乾癮。 

中午在立法院康園餐廳享用午餐後，抵達前身為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官邸，歷經百年風華依舊
的「台北賓館」。在日據時期為日本皇戚貴族、政要權貴往來之處，現為中華民國的國家招待所，
專門接待外國貴賓或舉辦慶典活動之場所。其建築特色為新文藝復興樣式，後來外觀改為較華麗
的巴洛克風格，有馬薩式斜頂、希臘山牆、羅馬柱式和華麗的巴洛克風格雕飾，其建築美學與歷
史意義。 

今日，在江惠貞立委安排下我們親近歷史，也親近這些指標性場景，其建築的美與歷史意義
將更為彰顯。 

 
 
 
 
 
 
 
 
 
 
 
 

   總統府合影留念                                立法院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青少年憂鬱防治校園宣導 
時間：10 月 18 日(星期五)09:00                                地點：板橋國中中庭 

有感「自殺」於近 40 年來有逐步攀升的趨勢，更為青少年十大死因第三位，僅次於意外及惡

性腫瘤?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幫助

這些未來的主人翁呢?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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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群英社)共同

贊助 140,000 元予新北市生命線

協會，在新北市地區進行 40 場

校園宣導，預計服務新北市國中

小學生約 10,000 人，提供關於

心理健康促進講座宣導，學習壓

力調適之道、認識社會資源及求

助的管道。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日) 
地點：中和烘爐地-停車場二樓活動中心報到(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399 巷 57 弄 20 號) 
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00~08:30 集合、領取毛巾、帽子、礦泉水 請各社派員向主辦社

領取 
08:30~10:00 起點(登山口位於活動中心旁柏油道路)—後山車道— 

福德宮正殿(海拔 295 公尺)—福德宮後山—終點— 
風爐塞山涼亭(海拔 302.1 公尺) 

沿途有指標，全程約
2.5 公里 

10:00~12:00 1. 團康活動  2. 趣味競賽  3.摸彩 請全體參加者共同參
加 

12:00 散會  
12:30 蔥油餅的故鄉午餐(新北市土城區四川路 17 號)  

交通： 
(1)搭車：聯營 249、809，於烘爐地站下車。 

捷運南勢角站搭乘捷運接駁公車(自強國中－烘爐地)，於山頂烘爐地停車場下車。 
(2)開車：中和交流道下，右轉中正路前行，見南山路右轉，再接興南路直行可抵。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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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宏、郭昭揚、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邱仁賢、郭道明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來賓林振哲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謹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中午例會假社館舉行入社 

儀式。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六日 

第 137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日 

第 1379 次例會 

為舉辦「秋季旅遊-南投米堤二日遊」故經理

事會決議提前至十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

八日舉行。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周肇原社友(59.11.04) 

陳騰駿社友(35.11.08) 

黃明志前社長夫人(27.11.02) 

 

社區服務- 

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日)09:00 

地點：光復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11 月 17 日(星期日)16:00 

地    點：板橋吉立餐廳 

參加人員：羅國龍、劉炳宏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10月 19日   第 137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First、Herbert、Jeremy、 
Just、Kevin、Ming-Long、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Shige、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0月 19日   第 1377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488,600
AL 1,000 Masa 1,000
Duval 1,000 Otoko 3,000
Eric 4,000 Polo 2,000
George 2,000 Roberta 1,000
Jason 1,000 Toms 2,000
Kenny 1,000 Tony 3,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obo 5,000  
小計：     $30,000 總計：    $518,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21,300
AL 5,200 George 5,200
Alumi 5,200 Tiger 5,200
Gary 5,200  
小計：     $26,000 總計：     $447,300

 

友社授證 

【三重中央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四) 

地點：天台 6F(三重區重新路 2段 78 號 6F) 

【新泰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