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員、增圓、增緣、增延 

 姓    名：林振哲 社    名：Sky 

出    生：49 年 8 月 19 日 職業分類：美容美髮  

夫人姓名：蔡麗娟  

夫人生日：55 年 1 月 8日 

服務單位：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 

公司電話：8951-1100 公司傳真：2963-6342 

行動電話：0910-074-787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 30 號 4 樓 A室 

住家電話：2962-7177 夫人行動：0955-820-722 

住家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 158 巷 16 號 10 樓 

介 紹 人：羅致政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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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0 月 26 日   第 1378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土城中央社社友林金結先生、領唱老師

蔡郁菁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hige、Jeremy、Handsome、

P.P.Long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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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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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First 主持會議：

首先邀請新社友黃文平(Alumi)自我介紹，接

著讓社友發言建議，希望社務運作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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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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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時間：12 月 15 日(星期日)10:00 

地點：土城區新北高工志清堂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協辦：板橋東區社、板橋東區扶青團 

 

3490 地區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六)19: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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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當日社內會準備早餐盒，並請穿著社長 Lobo 致贈之粉色 Polo 衫、夫人米白色背心出席 

活動。 



秋季旅遊-南投米堤大飯店二日遊 

日期：10 月 27 日(星期六)-28 日(星期日) 
十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一時抵達南投紫林莊，享用豐盛的午餐後趨車

前往杉林溪森林遊樂區。「杉林溪森林遊樂區」位於溪頭往阿里山之中途
站，海拔一千六百公尺，具原始自然景觀，古木蒼天、層巒疊翠、飛爆流泉，景色清新怡人，時
值深秋迷人的楓紅點綴山野，粧點出醉人的金色世界。 

下午四時三十分，入宿「米堤大飯店」，地中海式建築，座在溪頭山岳間，宛如一座森林中
的歐式城堡。晚餐時間聯誼主委 P.P.ENT 與 Jason、Duval 夫人玉鳳聯合主持，場面熱鬧、笑語
不斷，社長 Lobo 也貼心安排蛋糕為 P.P.Jack 慶生，社長夫人秀蘭細心準備茶點，讓大家飯後繼
續泡茶、聊天、唱歌、跳舞。 

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可以選擇在飯店享用設施或參與溪頭森林遊樂區行程。「溪頭森林遊樂
區」為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區之一，園區內孟宗竹林相優美、氣節高雅，紅檜、杉檜挺拔、堅
韌、巍然矗立入青天，猶如夢鏡。 

中午假明山會館餐廳用餐後，散策最夯的特色商圈「妖怪村」。極富日本風格的街道造景，
以及充滿趣味的特色商品，其創意十足為溪頭創立新文化以及掀起妖怪旋風。 

下午前往「采棉居寢飾文化館」看看台灣碩果僅存的棉花田，以及充滿歷史故事的各式枕頭，
有瓷枕、木枕…等，最後觀看棉被加工製造過程，並且以行動支持 MIT 產品大勢採購。 

接著到「台灣麻糬主題館」，除了可以品嚐麻糬外，也規劃了歷史文化區，可以知道麻糬的
特色，製作過程區，可以瞭解產品如何製造，產品展售區，則可以讓大家盡情購物，當然出產的
產品除了麻糬外，生巧克力也是激推的商品之一。此次我們安排的 DIY 課程為「布朗尼花束蛋糕」，
將甜美、濃郁的巧克力醬與巧克力蛋糕溶合在一起並揉捏成球狀，看似簡單的動作，可是大大考
驗著我們的耐性，但完成作品的剎那令人愉快、歡樂不已。晚上在苗栗「鶴山飯館」享用客家美
食完返回板橋。 

此次旅遊，我們再次被台灣山林之美、中小企業努力轉型的奮鬥精神所感動，當然，感謝社
長 Lobo 致贈紫蘇梅、竹筍餅、蕃薯麵、竹炭花生，也感謝秘書 Hero 致贈犁記太陽餅。 

 

 

 

 

 

 

 

 

 

 
 

           杉林溪合影留念                                   溪頭合影留念 

 

 

 

 

 

 

 

 

 

 

 

            妖怪村合影留念                                 參觀采棉居觀光工廠 



本週節目 

十一月九日 

第 138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許國騰 

主  講  者：新台灣國策智庫 

執行長 李明峻先生 

講      題：國際相撲運動與台灣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六日 

第 138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長當選人 賴建男  

主  講  者：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紀政女士 

講      題：行的奇蹟 

 

敬祝 生日快樂!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陳明忠社友(47.11.15)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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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第 137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rchi、Coach、George、Herbert、 
Jeremy、Ming-Long、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Kevin、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0月 26日   第 137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518,600
Alumi 7,000 Land 2,000
Dental 2,000 Lobo 6,500
Eric 1,000 Otoko 2,000
First 1,000 Roberta 1,000
Fuku 1,000 Shige 2,500
Hero 2,000 Smile 3,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ason 1,000 Sunny 1,000
Junior 1,000 Tony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41,000 總計：    $559,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47,300
Frank 5,200 Stock 7,700
Archi 5,200 Sunny 7,700
First 10,200 Tom 5,200
Otoko 11,500  
小計：     $52,700 總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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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