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20 日  第 1477 次例會 

 

 今晚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爐邊

會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由社長 Roberta 鳴

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P.D.G.Khoo Boo 

Khean、夫人 Lee Swan Sim、社友 Neoh H.K.、

社友 Jason Chen、樑闆佇有限公司執行長翁

仁禮先生、金榜題名學生 Justice 千金周靖軒

小姐、P.P.Long 公子黃禹程先生、Navigare

公子陳泰霖先生、P.P.Masa 公子邱顯忠先生、

媳婦陳燕婍小姐、Justice 公子周書緯先生、

千金周芳緯小姐、P.P.Tea 孫女林思岺小姐、

Tiger 孫女王晴樂小姐、P.P.Long 公子黃正中

全家福蒞臨本社。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P.D.G.Khoo Boo 

Khean 致詞，很高興到台灣可以和大家見面，

也感謝 P.P.Masa、P.P.James 參與本社全球獎

助金計劃(GG1526946)為菲律賓偏遠山區民眾

提供水資源服務(集水系統、淡化系統…等)。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社長 ROBERTA 致贈全體社友水果禮

盒。 

(2) 感謝板橋扶輪社社長 Terry 準備蛋糕請

與會人員享用，他感謝本社上週幫他慶

祝結婚週年。 

(3) 九月二十六日下週六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二

十四日(星期六)中午例會舉行，敬請社

友踴躍提報優秀員工接受表揚。 

(5) 社長 ROBERTA 宴請敬邀全體社友伉儷，

謹訂於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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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為咱へ社友

AERO、MASTER 加油晚會」。 

(6) P.P.ENT 千金洪旻郁小姐謹訂於十一月

八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台北

晶華酒店宴會廳舉行。敬請告知余 s 出

席人數以利安排座位。若禮金欲自行處

理者也敬請告知。謝謝! 

 由社長 Roberta 頒發金榜題名獎學金、紀念

品予各位莘莘學子，代表本社祝福他們學業

進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長Roberta代表本社頒發十-十二月份夫人

生日禮券，祝福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

駐。 

 感謝爐主：Aero、Alumi、Bright、P.P.First、

Hero、P.P.King、Life、Master、P.P.Shige、

P.P.Tea、Tom，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

寶眷。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9月 20 日(星期日)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三樓 

 

 

 

 

 

 

 

 

 

歡喜 P.D.G.Khoo Boo Khean 伉儷蒞台                 恭喜 Justice 千金周靖軒金榜題名 

 

 

 

 

 

 

 

 

 

恭喜 P.P.Long 孫子黃禹程金榜題名                 恭喜 P.P.Masa 孫子邱奕涵金榜題名 

 

 

 

 

 

 

 

 

 

恭喜 Navigare 公子陳泰霖金榜題名               社長 Roberta 頒發 10-12 月夫人生日禮券 



為咱へ社友 Aero、Master 加油晚會 

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四)晚上 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備註：社長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End Polio Now》根除小兒麻痺單車環島募款計畫 

環島日期：10/31(星期六)-11/ 08(星期日) 

出發時間：10/31(星期六)上午 08:00 

出發地點：新北市蘆洲區成蘆橋下 

參加人員：李榮鏗、李宗宸 

 

《扶輪 ABC》職業服務 

職業服務是第二服務途徑。從扶輪的觀點，社員之間的關係沒有比個人所代表的行業或職業及

力行工作的崇高道德標準更密切了。職業服務活動在尋求改善貿易，工業，商務，及專業的品質，

同時改善事業關係。扶輪社員瞭解每人透過日常的事業或職業活動，為使社會更美好做一份貢獻。 

職業服務經常展現在提供年青人職業輔導及職業資訊，並協助他們做職業選擇。有些扶輪社主

辦高中生就業座談會。許多人以表揚在他們社區工作的模範服務人員來體認工作的尊嚴。四大考

驗及其他倫理道德的事業哲理也常常向踏入職場的年青人宣導。職業座談和討論事業議題也是大

多數扶輪社典型的職業服務計劃。 

    不論以什麼方法表達職業服務，扶輪社員“認識一切有益事業之價值”並勵行“一切事業與

職業的崇高道德標準”就是職業服務的旗幟。那就是為什麼第二服務途徑是每一個扶輪社的基

石。 

 

《來函照登》3490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計畫-印度 3020 地區 

一、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與印度 3020 地區進行扶輪友誼交換，藉由兩地區的社友及寶（尊） 

眷互相拜訪，體驗兩國文化並促進國際友好與和平。 

二、 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12 名–限扶輪社友或寶（尊）眷(略通英語者) 

2.接待日期：暫定 2015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 日（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負責全程接待） 

3.參訪日期：暫定 2016 年 01 月 27 日至 2016 年 02 月 03 日，共計 8天 7夜 

4.費 用：全數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自行負擔。 

5.報名時請檢附： 

①申請表一份 (須所屬扶輪社社長簽名)。 

②預繳部份旅費新台幣壹萬元整，報名之後如無故退出恕不退費。 

③最近 3個月內彩色半身相片(電子檔)。 

三、 受理截止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前經由各社辦理報名 



本週節目 

十月三日 

第 147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P.E.Hero 

 主  講  者：新北市攝影學 

博學會士 陳萬坤先生 

 講      題：影藝人生、舞藝人生 

 

下週節目 

十月十日 

第 1480 次例會 

 適逢雙十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十月十七日 

第 148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邱明政 P.P.Masa 

 主  講  者：自由寫作 邱斐顯女士 

 講      題：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53.10.03) 

劉炳華助理總監(44.10.06) 

張富逸前社長(60.10.07) 

謝堂誠前社長(38.10.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71.10.04)33 年 

賴建男前社長(85.10.04)1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20 日  第 147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6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Tom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日    期：11 月 4 日（星期三） 

10：00 報到、10：30 分開球 

地    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報 名 費：每位 500 元。 

擊 球 費：每位 2,690 元(含球車、桿弟費) 

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用    餐：球場餐廳-國際廳。 

參加人員：劉炳華、陳萬祥、李水日、 

黃文龍、鄭德文、羅國龍、 

賴建男、劉炳宏、黃文平、 

蕭慶安、連文惠、謝淑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