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19 日  第 1503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走著瞧股份有限有公司業務行銷副總劉

書華先生、走著瞧股份有限有公司行銷專員柳

如蔭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

志先生、前團長孫孝澤先生、團員張以柔小

姐、陳曉諭小姐、陳鈺螢小姐、洪瑞琦小姐、

沈士猶先生、童建銘先生、社長當選人 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壽星社友 Dental 夫人、社友 Justice 夫

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Just 結婚 36 週年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前社長黃明志(P.P.Long)夫人楊惠女

士，慟於三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壽終內寢，享年七十九歲，惡耗傳來

本社同感悲憫。 

(2) 三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謹訂於三

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報到假

台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3)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二十

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報到假台

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請參加球賽人員，向余小姐索取球牌和

注意事項。 

(4) 前社長鄭德文(P.P.Just)公子鄭安傑先

生與梁舒涵小姐結婚典禮，謹訂於四月十

七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新莊典華六

樓世紀盛典舉行。 

*禮金欲自行處理者，敬請告知余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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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編製第二十九屆授證特刊，欲更換全

家福照片者請提供給余 s。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報

告團務。 

 社友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劉書華先生 

   曾任：Marcom Manager,Soy Taiwan 

BU Manager, Gamania 

Head of Content,Samsung Taiwan 

現任：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行銷副總 

從來電辨識走向行動網路社

群 

  

 

 

 

 

 

 

 

 

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行銷副總 劉書華先生 

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歷程 

2010 三位研究所同學決定在工作之餘一起創業 

2010 8 月 Whoscall 誕生 

2013 12 月 Gogolook 加入 NAVER 集團  

2014 2 月 Whoscall 全球下載突破一千萬 

2014 4 月 Whoscall 推出 Windows Phone 版本 

2014 12 月 Whoscall 推出 iOS 版本 

2015 1 月 Whoscall 全球下載突破兩千萬 

2015 2 月小熊來電加入 Whoscall 產品線 

Whoscall 成為香港市場領導品牌 

2015 12 月 Whoscall 全球下載突破三千萬 

Whoscall 升級為通話管家 

Data 分析 

台灣新創公司 Gogolook 以 5.29 億台幣的價

格賣給韓國最大的網路服務公司 NAVER ，就是

因為這個團隊擁有珍貴的資料分析技術價值。 

Whoscall 

每 5通陌生來電，有 3通電話號碼資訊，收錄

在 Whoscall 資料庫中。 

每個月 Whoscall，為使用者辨識超過，6000 萬

筆電話號碼。 

每個月在台灣 Whoscall，使用者新增超過，5

千筆騷擾回報。 

詐騙集團也有上下班時間? 89.39% 的惡意電話

在，週一到五的上班日打來。 

一年台灣人遭受超過 7千萬通的電話騷擾。 

Whoscall 該服務可透過黃頁資料庫，協助使用者

辨識陌生來電，包括來電者所使用之電信公司以

及撥號地區，並擁有社群服務，以及黑名單功能。 

應用程式也提供離線資料庫，包括黃頁資料庫和

警示資料庫，讓使用者在無網路環境也能辨識資

料庫中提供之號碼。 

產品取名靈感來自於英文「Who is calling」的

縮寫。目前可服務範圍包括台灣、香港、韓國、

美國、新加坡、中東、印度等 31 個國家或地區。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劉副總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精湛演說。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2016-2017 年度社長當選

人研習會 

時間：3月 26 日(星期六) 

08:50 報到、合影留念 

10:15 鳴鐘開會 

19:00 晚宴 

        3 月 27 日(星期日) 

10:10 鳴鐘開會 

15:15 鳴鐘閉會 

地點：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參加：前總監郭道明伉儷 

地區副秘書當選人賴建男伉儷 

社長當選人劉炳宏伉儷 



2015-2016 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比賽日期：3月 28 日（星期一）9:30 報到、10:30 開球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坑子村赤塗崎 34-1 號 TEL：03-324-4856） 

報 名 費：每位新台幣 500 元整，報名同時繳交，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參 加 獎: 帽子、球、餐卷(礦泉水每人 2瓶放於球車上）。 

擊球費用：果嶺費、桿弟費及球車合計 2,449 元，賣店費用請自理。 

 
 

2015-2016 年度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 
時間：2016 年 4 月 23、24 日（星期六、日）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7樓） 

分組：參加地區領導人研討會-劉炳華  

分組討論-行政管理暨社員服務-劉炳宏、張正鳴 

分組討論-扶輪基金-邱明政  

分組討論-公共形象暨服務計畫–劉炳華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會-陳萬祥、謝堂誠 

 

扶輪問與答 

Q：每次例會時 Maintable 後面旗幟的掛法為何？社旗與年度主題旗應擺放於何位置？ 

A：懸掛旗幟以右為尊(面對台下)。扶輪社例會時，主桌後方旗幟排列方式為中央懸掛社旗，右

方懸掛四大考驗旗，左方懸掛年度旗。 

 

Q：扶輪徽章如何配掛？ 

A：配掛扶輪章並無硬性規定：一般建議配戴在左邊衣領上，握手寒暄時，對方目光會先注視到

右邊，可由扶輪徽章顯非親切性。 

 

Q：例會場地若為圓桌型會議室而未設置 Maintable 時，則主席、主講人、祕書、司儀等人的座

位應如何安排？ 

A：例會時圓桌以為主席(社長)位置，主講人位於主席之右方，祕書位於主席之左方，其餘則依

照此順序排列。 

 

Q：參與每次例會時，是否一定要穿正式服裝？ 

A：如遇國際或地區重要集會，以正式服裝為主。穿著西裝或套裝，顯示尊重。例會時尊重各地

各社傳統，不強制規定，可穿著輕便，但不隨便。建議以有衣領之衣服為佳。 

 

Q：頒獎時，頒獎人與受獎人的位置為何？ 

A：按照「尊右」原則，面對觀眾席→頒獎人位於台上右方，受獎人位於台上左方，如此可讓台

下觀眾解何為頒獎人，何為受獎人。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六日 

第 150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二日 

第 150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世原 P.P.King 

 主  講  者：中華民國太極拳國家級教練 

               黃正斌先生 

 講      題：揭開氣功神秘的面紗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9 日  第 150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Dental、Frank、Herbert、

Jason、Kevin、Obama、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 03月 19日   第 150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70,700

Cathay 2,000 Lobo 1,000

Eric 2,000 Navigare 4,000

George 1,000 Otoko 2,000

Hero 2,000 Polo 1,000

Jack 1,000 Roberta 6,000

James 1,000 Shige 1,000

Just 5,000 Sky 1,000

King 3,000 Smile 2,000

Land 1,000 Trading 4,000

小計：     $40,000 總計：   $1,010,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33,000

Coach 10,400 Navigare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848,600

 

本社訊 

【褓姆 P.P.Lion 公子廖榮漢先生告別式】 

*時間：四月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公祭 

*地點：板橋殯儀館景福廳 

 *備註：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本社訊 ~【前社長黃明志(P.P.Long)夫人楊惠女士告別式】 

*時間：四月十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公祭 

*地點：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親廳(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 330 號) 

*備註：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致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