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2 日  第 1579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

席，委由顧問主委劉炳宏 I.P.P.Hero 鳴鐘

開會。 

 聯誼 Kenny： 

歡迎主講者美商仙妮蕾德集團董事長特別

助理廖杰森先生(台北雙溪扶輪社 Jason)、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小

姐、秘書周忠志先生、團員曾慶華小姐、謝

瑋倫先生、呂理霖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蒞

臨本社。 

祝福社友 Aer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Obama，結婚 40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台北的天空」、「世界第一

等」、。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小

姐，準備九月份扶青月報給各位 Uncle，並

且預告九月份活動和提供八月份收支表。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黃伯堯 P.P.Jack 致贈全體

社友領帶。 

(2) 九月六日(星期三)珍愛生命音樂會，還

有門票，有興趣之社友敬請儘速登記索

取。 

(3) 九月九日(星期六)中午例會，將邀請衛

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院長 鄭舜平先生蒞

臨本社演說，敬邀社友夫人蒞臨聆聽專

題演講。為安排各項事宜，欲參加之社

友夫人請告知余 s。 

(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假社館舉

行。目前只有二位社友，推薦三位優良

員工。敬請各位社友不吝推薦公司優秀

員工來接受表揚。 

(5)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長庚

高爾夫球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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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每位 500 元、擊球費每位 3100 元，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前社長張茂樹 P.P.Shige 介紹主講者： 

姓名：廖杰森先生 

出生：1955.10.29 

學歷：文化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美商仙妮蕾德集團王朝大酒店財務 

長、元大、時代、京華、國票等証 

券公司主管、台灣人壽財務副理、 

合作金庫銀行辦事員 

現任：美商仙妮蕾德集團董事長特別助 

理、台北雙溪扶輪社社友 

漫談台灣觀光旅館產業 

 

 

 

 

 

 

 

 

 

 

美商仙妮蕾德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廖杰森先生 

壹.產業結構 

一.資本與人力密集 

二.一般租賃？ BOT？ 自有？ 

三.主要收入-客房？餐飲？ 

四.營利狀況 

貳.另一個面向 

一.營運風險 

二.走馬燈的吉普賽人 

三.吃香喝辣？ 

四.今天是上甚麼班？ 

五.第幾手的制服？ 

六.苦練 11 功夫 

七.我也有秘密通道 

八.要簽名.找我 

叁.未來展望 

一.度小月 

二.轉型？ 

三.我的未來？ 

 顧問主委劉炳宏 I.P.P.Hero 代表本社全

體社友致贈主講者 Jason 車馬費、小社

旗、紀念品，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顧問主委劉炳宏 I.P.P.Hero 鳴鐘閉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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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推廣 2017 年「世界根除小兒麻痺日」 

當前狀態： 

自 1988 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全球減少了 99.9％的小兒麻痺病例。去年，我們只在三個國家 

看到了小兒麻痺病例。 

報告案例： 

國家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亞 

目前案例 06 03 00 

過去案例 2014 年：28 

2015 年：20 

2016 年：13 

2014 年：306 

2015 年：54 

2016 年：20 

2014 年：06 

2015 年：00 

 2016 年：04 



『扶輪新世代論壇．聯誼』活動 

一、 「扶輪新世代論壇．聯誼」活動由 D3501、D3502 共同主辦，並邀請本地區、D3462、D3482、 

D3521 等 4 地區配合辦理，以音樂為主軸提供扶輪新世代共同交流平台，創造扶輪社友、扶

輪第二代彼此的互動與優質社交的機會。 

*時間：2017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 下午 14:15～21:00 

*地點：中壢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活動人數：參加人數為 150 名，男性 75 名、女性 75 名，將依照完成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服裝：男性: 西裝 ， 女性: 正式洋裝 

*備註：參加者可準備個人名片 

二、活動流程： 

14:15-14:45 報到 

14:45-15:00 介紹來賓與總監致詞  

15:00-16:00 奏鳴曲開始 - 文蓓蓓主持，台中市交響樂團  

16:00-16:15 休息片刻  

16:15-17:00 電影我思。我見。  

17:00-18:00 歡樂火花  

18:00-18:10 休息片刻  

18:10 晚宴至賦歸 

三、報名費：每位 1500 元(含餐費)。 

四、報名資格： 

1.未婚的扶輪社男、女社友。 

2.未婚的扶輪二代。 

3.年齡限制滿 23 歲至 45 歲以內。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活動時間：9月 10~11 日(星期日、一) 

*活動地點：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 號) 

*參加人員：江耀、陳怡樺 

 

【第二次社秘會】 

*時間：9月 17 日(星期日)1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參加：社長 羅致政 P.MASTER、秘書 江基清 P.P.AL

 

108 自在語 心中有阻礙時，眼中的世界皆不平;心中無困擾時，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本週節目 

九月九日 

第 158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祐福 P.P.Fuku 

主  講  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院長 鄭舜平先生  

講      題：常見運動傷害 

 

下週節目 

九月十六日 

第 158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I.P.P.Hero 

主  講  者：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發起人 周奕成先生 

講      題：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歡迎馬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臨台灣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邱顯清、洪敏捷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翁仁禮 

黃明志、郭金興、張茂樹、林順正 

 

扶青團 承上期：   $27,000
Eric 1,000 James 1,000
小計：      $2,000 總計：      $29,000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09月02日   第157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Dental、Frank、Leo 

三、祝您旅途愉快! 
     Benso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9月02日   第157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74,500
AL 1,000 Polo 1,000
Alan 1,000 Roberta 1,000
Cathay 1,000 Shige 1,000
Coach 1,000 Sky 1,000
Eric 1,000 Smile 1,000
Fuku 2,000 Stock 2,000
Hero 3,000 Taylor 2,000
James 1,000 Tetsu 1,000
Junior 1,000 Tiger 2,000
Kenny 1,000 Wood 1,000
Land 1,000 廖杰森 3，00
Obama 2,000  
小計：     $32,000 總計：     $406,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50,900

Kenny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5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