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晚會剪影 

  時間：9月 15 日(星期四)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本社贊助新北市生命線協會，舉辦第三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晚會」，

當日邀請藝人方怡萍擔任活動代言人，也邀請到張秀卿、李素專、一綾、黃明洲、邵大倫、葉諾帆

等藝人演唱，希望透過音樂會的方式，傳遞珍愛生命理念、介紹求助資源管道 1995 專線，增進社

會大眾重視生命的價值與預防自我傷害事件肇生。 

 

 

 

 

 

 

 

 

 

 
 
 

生命線協會理事長 許文德頒發感謝狀給本社              與會社友、寶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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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9 月 24 日    第 1530 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黎明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徐明偉先生、社

友 Taylor 夫人謝佳伶女士、社友 Taylor 公

子黃竑傑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社友 Toms 結婚三十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感謝」、「大家攏嘛好作伙」、

「暫別」。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板橋西區扶輪社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

年慈善紀念音樂會，謹訂於九月二十八

日(星期三)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新北市

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敬請索票

之社友務必撥冗出席，當日主辦社會在

現場進行根除小兒麻痺基金之募款。 

(2)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

一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社

館舉行。敬請推薦員工之社友，務必邀

請受表揚之員工撥冗出席活動。 

(3)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十月

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假社館舉行。 

*參加人員：地區副秘書 Otoko、社長

Hero、秘書 Jason。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

賽，謹訂於十月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

時二十分假大溪高爾夫球場舉行。報名

費每位 500 元、擊球費每位 3200 元，

敬請有興趣參賽之社友向余 s報名。 

(5) 職業服務-參觀捷運北投機廠、台船公

司，謹訂於十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八

時三十分四川路社館、上午八時四十五

分民生路馥華飯店舉行。當天社內會準

備早餐，敬請參加人員務必準時出席，

目前巴士人數已額滿，若不克出席者敬

請告知余 s，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由社長劉炳宏 Hero 代理主持社務討論會。 

請新社友黃健豪 Taylor 自我介紹，讓與會社

友對他更加熟悉。與會人員也討論 RI 立法會

議重大變更，其中每月至少召開二次例會…

等事項。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參觀捷運北投機廠、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行程：08:3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08:45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9:30 參觀台北捷運北投機廠 

12:00 采豐餐廳 

15:00 參觀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16:30 基隆和平島公園 

17:30 35 活海產餐廳晚餐 

備註：當日社內備有早餐，請自行攜帶防曬用品、雨具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姓名 公司 職稱 年資 優良事蹟 推薦人

1. 何怡君 中和國泰聯合診所 復健師 3年 盡心盡力、服務熱忱 Cathay

2. 林水木 橋正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8 年 領導統御得宜，充份凝聚

同仁向心力。 

Hero 

3. 郭仲庭 漢振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8 年 輔導社會新鮮人快融入職

場。 

Hero 

4. 許慈袖 立法院 秘書  工作認真負責、細心，做

人處事圓融、對事務有敏

捷的觀察力，待人親切、

善解人意、凝聚同仁向心

力。 

Master

5. 陳俐瑾 歐巴馬旅行社有限公司 業務 2 年 親切的服務態度，讓客人

有賓至如歸、總級的服

務。工作有責任感，向心

力強。 

Obama 

6. 林廷昱 歐巴馬旅行社有限公司 OP 2 年 面對 OP 這麼繁雜的工

作，細心、認真、執著的

工作態度，讓許多合作的

廠商都相當讚賞。 

Obama 

7. 張焜棟 歐巴馬旅行社有限公司 OP 3 年 工作態度認真，三年無遲

到記錄，面對客戶永遠是

笑容親切。 

Obama 

8. 蕭郁柔 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 老師 9 年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Sky 

9. 曹云薰 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 店長 16 年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Sky 
  

2016 年立法會議，相關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出席】 

更改規定的權利。扶輪社對出席規定及因未出席而終止社籍的方針，可放鬆或加強控制。然而， 

扶輪社仍必須將出席報告呈交總監。希望遵守傳統出席規定的扶輪社，則可繼續如此做。（16-21） 

「85 年」之規定。在一個或多個扶輪社的社籍年數為至少 20 年，而加上其年齡則至少相當 85 

年的扶輪社員，可免出席。（16-35） 

【社例會】 

更改例會規定的可能性。扶輪社，只要每個月至少召開兩次例會，可變更例會日期與時間。凡希

望按照傳統規定召開及取消例會的扶輪社，可繼續照辦。（16-21） 

「取消例會」。社可取消涵蓋公定假日那一週的例會。（16-26） 

「親自出席與網路出席例會」。社可以下列方式舉行例會：親自出席，網路例會，利用網路親自 

出席，或交替舉行任一種方式的例會。（16-30） 



本週節目 

十月一日 

第 1531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月八日 

第 153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周正義 Justice 

主  講  者：惠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林傳傑先生(板橋社 Michael) 

講      題：由 LED 產業結構及困境淺談中 

國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金興社友(43.10.01) 

楊耀程社友(53.10.03) 

劉炳華前社長(44.10.06) 

張富逸前社長(60.10.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5 年 

李榮鏗前社長(71.10.04)34 年 

賴建男地區副秘書(85.10.04)20 年 

 

第二分區 AG 盃 Golf 賽 
日    期：10 月 5 日(星期三) 

11：20 報到、12：00 分開球 

地    點：大溪高爾夫球場 

報 名 費：每位 500 元。 

擊 球 費：每位 3200 元(含球車、桿弟費) 

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9月24日   第153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Coach、Frank、Herbert、Tetsu、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Lif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月 09月 24日  第 1530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60,429
ENT 1,000 Masa 1,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Hero 6,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ock 1,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小計：     $21,000 總計：     $581,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60,600
AL 7,700 Just 7,700
Cathay 10,200 Kevin 7,700
Jack 7,700  
小計：      $41,000 總計：     $401,600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0 月 1 日(星期六)15:00 

地點：社館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 

 

第 30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10 月 4 日(星期二)10:50 大廳集合 

地點：50 樓 Cafe 自助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