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03 日  第 1479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攝影學博學會士陳萬坤先

生、泰國 Nonthaburi 扶輪社前社長 Dr. 

Pornchai Samuang、泰國Parkkret Nonthaburi

扶輪社前社長 Natthanon Tungchitkasemsuk 

、社長當選人 Jaruwan Suksawat、社友

Siriphat Thaoya、社友夫婿 Chaiwat Toeypo、

歐巴馬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郭金興先生、樑

闆佇有限公司執行長翁仁禮先生、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朋友」、

「來去台東」、「主講先生您好嗎?」 

祝福本週壽星 Frank、A.G.Stock、P.P.Eric、

P.P.Land 生日快樂! 

祝福 P.P.Smile、I.P.P.Otoko 結婚週年快樂! 

 泰國 Nonthaburi 扶輪社前社長 Dr. Pornchai 

Samuang 致詞，很高興第二次在台灣見到各

位，也謝謝貴社熱情的接待。本社目前有一項

世界社區服務是幫助孩童眼精保健計劃，希望

有機會與貴社合作。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致贈泰國 Nonthaburi

扶輪社、泰國 Parkkret Nonthaburi 扶輪社小

社旗、紀念品。泰國 Nonthaburi 扶輪社前社

長 Dr. Pornchai Samuang 也回贈本社紀念品。 

 秘書 P.P.Land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十月十日第 1480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假

期休會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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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友 MASTER 競選立法委員總部成立大

會，謹訂於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三

時三十分假板橋區民權路 8 號舉行。屆

時敬邀全體社友伉儷前往加油打氣!! 

 社長當選人 Hero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萬坤先生 

曾任：日昇建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現任：新北市攝影學博學會士、副理事長、 

顧問、常務監事 

榮譽：中華民國舞蹈學會攝影顧問、首席攝 

影師 

影藝人生、舞藝人生 

 

 

 

 

 

 

 

 

 

 

 
 

新北市攝影學博學會士 陳萬坤先生 

我的攝影人生 

1.為了家人而學攝影 

2.為了興趣而學攝影 

3.為了事業而學攝影 

4.為了交朋友而學攝影 

5.為了快樂而學攝影 

一張好的照片，不在於它是否唯美，是否具有沙

龍調。而是一張很平實的照片裡面所蘊含的意義

與價值。 

我為辛苦練習堅毅不拔的舞者加油，希望能將舞

台上精彩的舞姿，化做美好的影像成為永恆的回

憶與榮耀。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致贈小社旗、車馬費

予陳副理事長，感謝其精彩分享。 

 出席 P.P.Lobo、代理糾察 Justice 報告本週

社友出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0 月 3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謝堂誠、黃明志、邱明政、羅致政、

賴建男、陳萬祥、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7 第 1484 次例會，「心話朵朵開~       

談說話藝術」高績效企管顧問公司總 

經理 莊聰正先生 

11/14 第 1485 次例會，跨地區聯合例 

會、慈善音樂會、愛心義賣園遊會上

午十一時假中正紀念堂舉行。 

11/21 第 1486 次例會，延至十一月二 

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

地舉行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

動。 

        11/28 第 1487 次例會，秋季旅遊-台東 

日暉二日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邱明政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大學神道學所碩士班三年級林鉅峰先 

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來賓郭金興先生、翁仁禮先生申請入 

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十 

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例會舉行入 

社儀式。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陳萬祥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國立中教育大學訊工程 

        所碩士班一年級徐銘淵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職業服務-參觀耀集食品、元璋科技玻璃、毅太衛浴 

時間：10 月 1 日(星期四) 

早上十時，我們準時從板橋出發前往職業參觀第一站「耀集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是基

隆市大武崙工業區專做火鍋料理的食品公司。董事長陳麗香女士親自接待我們，分享面對先生罹

癌驟逝後，一手接下食品工廠，如何從原本的火鍋料工廠，到打出自己的品牌，以及面對一波波

原物料上漲，轉型為觀光工廠更多角化經營的心路歷程，這樣擁有堅忍意志的經營者真是令人敬

佩。 

接著，我們前往耀集食品的相關企業「海之鮇文化館」自已動手做魚丸並享用豐盛的海陸火鍋餐。 

在此解說員也告訴我們，做魚丸是有訣竅的，魚漿裡加入章魚和三星蔥，魚漿用手捏成一個個丸

子，放入水溫約四十至四十五度鍋子中浸泡約十五分鐘，等丸子浮上來就可以大火煮熟，撈起冰

鎮，這樣做出來的丸子最有彈性。 

下午二時，第二站「元璋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玻璃科技館」由業務部產品經理林裕森先生為

我們解說，整個科技館分為光電科技、建築科技、居家科技，讓我們了解玻璃在生活中運用範圍

其實很廣，而且更講究環保節能，外牆太陽能光電玻璃直接吸收太陽光轉換成電力，館內還設計

了林蔭大道與冰河大道，踩在玻璃板上就有冰河裂開的感覺；此外，有觸控式遊戲讓大家體驗，

膽子大的人，四樓戶外有與大峽谷空中步道採用相同製程的玻璃，可體驗在空中行走的快感。 

下午四時，第三站「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基隆第一家觀光工廠，董事長洪團樟先生

(P.Paul)亦是台北圓山扶輪社現任社長。毅太公司原先為傳統生產淋浴門、衛浴和能量屋養生設

備的工廠，，至董事長洪團樟先生在基隆首開先例設立觀光工廠，館內有衛浴文化館和基隆故事

館以及建材館，將衛浴設備融入健康養生觀念，這幾年參觀人潮絡繹不絕，真的是扶輪之光。 

基隆市大武崙工業區，因為這三家觀光工廠，有吃、有體驗也有養生文化，各具特色，讓傳

統工業區活起來，更提高基隆在地人就業機會。 

此次活動，感謝社長 Roberta 致贈參加人員李鵠餅、金興蔴粩，社長夫人準備水果，秘書

P.P.Land 致贈干貝醬，職業主委 P.P.AL 準備手工餅乾，P.P.Smile 準備水果酥，社友 Tiger 也

歡喜送海鮮米粉泡麵，毅太企業董事長 Paul 致贈可裝藥品的錀匙圈。有吃有拿又增廣見識，讚、

讚、讚!!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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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四日 

第 1482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吳振斌前社長夫人(41.10.2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日   第 147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6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Dental、Herbert、Tom、

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nior、Life、Pol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10月03日   第147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96,800

AL 1,000 Long 3,000

Cathay 2,000 Masa 7,000

Eric 2,000 Master 1,000

First 2,000 Navigare 6,000

George 1,000 Otoko 2,000

Hero 2,000 Roberta 10,000

Jack 1,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ky 1,000

Justice 10,000 Stock 3,000

Kenny 1,000 Sun-Rise 1,000

Kevin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陳萬坤 3,000

Lobo 2,000  

小計：     $68,000 總計：     $464,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35,500

Master 7,700 Stock 10,200

小計：      $17,900 總計：     $2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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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除小兒麻痺單車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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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