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中秋佳節愉快! 

賀~金榜題名 

1. 

考生姓名：郭秉翰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大同大學化工系 

社友姓名：郭祐福 P.P.Fuku 

2. 

考生姓名：林姿妤 

稱    謂：孫女 

考取學校：台灣大學材料系 

社友姓名：郭祐福 P.P.Fuku 

3. 

考生姓名：黃顗湘 

稱    謂：孫女 

考取學校：景美女中 

社友姓名：黃明志 P.P.Long 

4. 

考生姓名：林思岑 

稱    謂：孫女 

考取學校：東海大學財務金融系 

社友姓名：吳振斌 P.P.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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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9 月 16 日  第 1581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周奕

成先生、社長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秘

書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P.P.George 夫

人李林素英女士、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女

士 、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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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Lobo

夫人廖秀蘭女士、I.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

士、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Jason 夫人

 邱碧霞女士、Tetsu 夫人王蓓恩女士、領唱

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Aero，結婚 10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夜上海」、「黃昏的故鄉」。 

 代理出席周正義 Justice 報告上週社友出

席狀況。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下週六例會，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

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歡迎馬

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台」故延至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廳舉

行。 

*屆時社長 Master 有準備柚子禮盒致

贈全體社友，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務必

撥冗出席。 

*屆時 P.P.Smile 為敬祝大家中秋佳

節愉快，也準備了中秋月餅禮盒要致

贈當天出席的社友。 

(2) 社友劉孟賜(Bright)岳父王水發老先

生，告別式謹訂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

五)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板橋殯儀館-安

逸廳(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560 號)舉

行公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上

香。 

 前社長劉炳宏 I.P.P.Hero 介紹主講者： 

姓名：周奕成 

出生：1967 年 11 月 20 日 

學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HU 高等國際 

研究院外交碩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斯隆管理學院企管碩士、國立政 

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修畢 

曾任：第三社會黨發起人、行政院 

政務顧問、總統府諮議、民主進步黨 

青年部主任、文宣部主任 

現任：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世代文化 

創業群負責人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 周奕成先生 

小藝埕街屋、大藝埕街區、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世代群的理念與實踐   

大稻埕：跨世代創業寶地，臺灣文化運動基

地；意義最豐富的地方；通往 1920 年代的時

光通道。 

大藝埕文化創業街區：用文化營造出街區的

魅力，用創業群聚永續經營，引發 更多文化



創作與公共討論的產生，創造屬於台北、台

灣的時代公共空間。 

在大稻埕，你無法不遇到台灣的歷史，每個

巷口轉角，台灣歷史會在那裡等候 你、呼喚

你，你不得不與它正面相遇。在這裡，你會

想起那些最厚重的問題。 

世代文化創業群：創業育成、街區營造、文

化運動。 

創業六面體：民眾工藝、本土在地、復古風

華、當代設計、生活滋味、美學教育。 

產業五傳統：茶、布、農產南北貨、戲曲、

建築。 

一棟棟文化街屋，加上其他傳統文化及創意

產業工作者，融合在大稻埕的產業與文化聚

落中，構成世代群理想中的大藝埕 The Grand 

Art Yard。 

世代文化：營業項目之三大主軸 

1.創業育成：輔導育成營利及非營利新創團隊

至今約 50 家。 

2.街區營造：在大稻埕經營七棟街屋，營造文

化創業街區。 

3.文化運動：以創業帶動創作，發起並籌辦大

稻埕國際藝術節。 

 社長羅致政 P.Maste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主講者周奕成先生車馬費、小社旗、紀

念品，感謝其精彩分享。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比賽日期：10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報到、11：00 開球 

二、比賽地點：長庚高爾夫球場(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長庚球場路 66 號) 

三、報名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同時敬請繳納費用，因故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四、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可參加摸彩) 

五、擊球費用：每位 3,10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六、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七、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八、參加人員：吳振斌、鄭德文、劉炳華、羅國龍、連文惠。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

基地、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三) 

行程：08:00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8:0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12:00 復興餐廳午餐 

13:30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16:00 臺中國家歌劇院 

17:30 台中僑園飯店晚餐 

19:00 返回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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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三日 

第 1582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暨歡迎馬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台】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吉祥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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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九月三十日 

第 158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16 日    第 1581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                       12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Frank、Leo、Otoko、Pol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Benson、Land、Obama、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9月16日   第1581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48,600

AL 1,000 Justice 1,000

Alan 1,000 Kenny 1,000

Cathay 1,000 King 1,000

Dental 1,000 Lobo 1,000

ENT 2,000 Masa 2,000

Eric 1,000 Master 2,5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Fuku 1,000 Sky 2,000

Herbert 2,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Taylor 1,000

James 2,000 Tea 1,000

Jason 1,000 Tetsu 1,000

Junior 1,000  

小計：     $32,500 總計：     $481,100

 

106 年國慶大會典禮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二) 

08:00 總統府附近集合 

12:00 社長 Master 宴請康園用餐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備註：安檢人員依觀禮名冊實施安檢並採 

團進團出進、退場，屆時會另行通 

知詳細集合時間與地點。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4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