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16 日  第 1520 次例會 

 

 社長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秘書長呂

慶龍先生、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黃健豪先生、台北一甲扶輪社前社長陳敏楨

(P.P.Ginkgo)、台北扶輪社社友連雅婷娜

(Athena)、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秘書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

素英女士、P.P.Fuku夫人郭徐桃子女士、P.D.G. 

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P.P.FIRST 夫人

郭麗玉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

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James 夫人郭

鄭明良女士、P.P.Tea 夫人吳陳金粧女士、

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P.P.Smile 夫人

黃家禎女士、P.P.Lobo 夫人廖秀蘭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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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惠文小

姐、洪瑞綺小姐、童建銘先生、鄭積浩先生、 

蔡元翔先生、林鉅峰先生、呂理霖先生、領唱

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AL 結婚 26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風吹風吹」、「來去台東」。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治致詞：扶

青團本年度的目標是社區服務，本週我已到幾

間育樂院瞭解是否有需要服務之處，也與友團

計劃在學校實施陪伴弱勢家庭孩童課後輔導

活動，屆時若有需要各位 Uncle 協助之處，敬

請不吝指導。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 Jason 報告： 

(1) 感謝社長夫人準備咖啡分享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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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 P.P.Smile 夫人準備手工餅乾分享

與會人員。 

(3)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若有金榜題名

者，請向余 s報名，社內將在九月四日(星

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頒發獎學

金和紀念品。 

(4)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午例會，敬邀

社友夫人蒞臨聆聽專題演講。能出席之

社友夫人請向社長夫人報名，以利安排

中午用餐事宜。謝謝! 

(5) 社長 Hero 致贈全體社友伉儷之背心，

尺寸若有不合適欲更換者，請告知余 s。 

(6) 社刊第五頁內容錯誤更正：七月二十四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三樓舉行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P.P.Sto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呂慶龍先生 

學歷：淡江大學法文系第一名畢業 

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派駐法國代表處特任大使、駐荷蘭代 

表處秘書、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公使 

及特命全權大使、駐日內瓦辦事處首 

任處長、行政院新聞局專員、外交部 

NGO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新聞文化局主 

任秘書兼發言人…等 

   現任：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秘書長 

放眼國際-以感恩的心從分享外

交專業行銷台灣經驗談起 

 

 

 

 

 

 

 

 

 

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秘書長 呂慶龍先生 

我被稱為台灣最跳「Tone」大使，因為我退

休前身邊常帶著布袋戲戲偶以法文進行表演，讓

法國人感到有趣並吸引，法國人聆聽我介紹台灣

的產業與文化。這樣成功的讓法國人了解到台灣

布袋戲及多元文化下的台灣面貌，也因此使得從

2008 年起連續三年，聞名國際的巴黎香榭里香榭

大道耶誕節的燈飾，皆是台灣廠商參與設計及負

責製造，讓台灣在國際舞台有了發光發熱的機

會。 

我在法國擔任駐法代表時，把台灣文化一一

介紹給法國民眾，並進一步讓法國人了解到台灣

的多元文化，成功的行銷台灣，也由於我隨時隨

地在做秀台灣靈活外交的工作，還讓法國特地以

我的名字為整條巷道命名，成為台灣外交史上的

第一人，這真的讓我很驚喜與感動。 

我只要有機會就不忘行銷台灣，因此在駐法

期間接受不少法國當地媒體的專訪與報導，為台

灣爭取許多增加「能見度」的機會。我認為，現

代生活新思維是「溝通世代」，海頓說過「溝通

從溫柔的地方開始」，而「理直氣和好說話」，政

府與民間順暢溝通為必要之挑戰。以我四十多年

來外交的經驗，我希望大家應有「走出台灣放眼

國際」的修養，而最基本的修養包括「包容與尊

重」，資訊豐富、傳播發達，社會多元、自由開

放，現代的人很難獨居、一定會相互影響，因此

要有「同中容異、異中存同」的民主素養，才能

有「優質的生活」。 

 社長Hero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呂秘書長本

社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生動有趣的演說。 

 代理糾察 Polo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 Hero 鳴鐘閉會。 
 

七月板東高爾夫球賽 

球    場：龍潭高爾夫球場    

地    址：桃園縣龍潭鄉民生路 439 巷 130 

號 

報到日期：7月 28 日(星期四)13:00 開球 

擊球費用：2,970 元     

餐敘地點：大楊梅餐廳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郭道明 US$10,000. 

李水日 US$1,000. 

郭昭揚 US$1,000. 

張正鳴 US$1,000. 

羅國龍 US$1,000.(根除小兒痲痹) 

邱明政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蕭慶安 US$1,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劉炳宏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郭道明 NT$200,000.(郭道明博士班冠名) 

郭林美惠 NT$150,000.(郭林美惠碩士班冠名) 

郭昭揚 NT$200,000.(郭鄭明良博士班冠名) 

劉炳宏 NT$150,000.(劉炳宏碩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200,000.(劉炳華博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150,000.(陳雪鳳碩士班冠名) 

郭祐福 NT$200,000.(永久基金) 

羅國龍 NT$30,000. 

賴建男 NT$20,000. 

邱明政 NT$20,000. 

洪敏捷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薛松茂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7月 24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社長 劉炳宏 

第 30 屆內輪會 

時  間：8月 2日(星期二)12:00 

地  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邀請人：社長夫人 董秀琴 

 

訪問板橋扶輪社剪影 

*時間：7月 7日(星期四)12:30                                            *地點：社館 

 

 

 

 

 

 

 

 

社長 Hero 帶領社友訪問板橋扶輪社，並與板橋社社長黃永昌(Bank)交換小社旗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三日 

第 152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偉信 Toms 

主  講  者：前希臘大使 朱玉鳳小姐 

講      題：禮貌，你做對了嗎? 

 

下週節目 

七月三十日 

第 1522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呂仁團社友(65.07.26) 

賴光明社友夫人(42.07.2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呂仁團社友(101.07.26)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7月16日    第152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Frank、Herbert、

Just、Kevin、Navigare、Obama、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 07月 16日   第 1520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0,000
AL 2,000 Life 1,000
Bright 1,000 Lobo 1,000
Cathay 2,000 Masa 2,000
Dental 2,000 Otoko 1,0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2,000 Roberta 3,000
First 2,000 Shige 1,000
Fuku 2,000 Smile 2,000
George 2,000 Stock 2,000
Hero 12,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ea 3,000
James 2,000 Toms 1,000
Jason 2,000 Trading 2,000
Kenny 2,000 Wood 1,000
King 1,000  
小計：     $58,000 總計：     $138,000

 
扶青團 承上期：        $0
Eric 2,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Tea 3,000
Smile 1,000  
小計：      $8,000 總計：      $8,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7,100
ENT 7,700 King 7,700
Eric 7,700 Lobo 10,200
Fuku 7,700 Masa 10,200
George 7,700 Roberta 10,200
James 7,700 Smile 7,700
Jason 10,200 Tea 7,700
Justice 10,200 Wood 7,700
小計：     $120,300 總計：     $167,400
 

2016年一萬個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以

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

想實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

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