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30 日  第 1583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不克

出席，委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板橋南區扶輪社執行秘書陳貴蘭小

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Obama、 Frank、 P.P.Stock、

P.P.Eric、Alan 夫人，生日快樂! 

敬 祝 P.P.First 、 Alan 、 P.P.Smile 、

P.P.Otoko，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月夜愁」、「春夏秋冬」 

、「愛你一萬年」。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十月七日第 1584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

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2) 「106 年國慶大會典禮」，謹訂於十月

十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假總統府前廣

場集合、中午十二時社長 Master 宴請

立法院康園用餐。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主

持。會中討論(1)搬遷委員會主委 P.P.Hero

報告社館搬遷進度事項。(2)爐邊會爐主費

用分攤方式。(3)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

輪社社況簡述。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第 31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10 月 31 日(星期二)中午 11:30 

*地點：台北神旺大飯店一樓伯品廊餐廳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2 號) 

第三十一卷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月十四日出版 2017/Oct/14  Vol.31 N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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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秀美小姐 洪敏捷耳鼻喉科

診所 

藥師 八年 負責認真 ENT 

2. 林健光先生 羅致政立委服務

處 

主任 二年 負責服務處管理，有條

不紊，分工負責，襄佐

地方選服工作，順利圓

滿 

Master 

3. 梁雅晴小姐 妙柔一髮型美容

技術協會 

設計師 十五年 勤懇務實、善於學習、

態度敬業 

Sky 

4. 陳可欣小姐 妙柔一髮型美容

技術協會 

設計師 九年 工作認真負責、服務態

度熱忱 

Sky 

5. 劉雯華小姐 廣益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廣益國際商務

中心) 

商務秘書 一年 服務商務辦公室客戶有

熱忱及笑容，具備日語

能力 

Taylor 

6. 江蕙如小姐 廣信益群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查帳員 一年 精通英語，有美國 CPA

資格，反應佳並身兼我

的英文助理 

Taylor 

7. 林治勳先生 新北市議員黃俊

哲服務處 

主任 十年 認真負責、服務態度熱

忱 

Tetsu 

8. 丁紹斌先生 新北市議員黃俊

哲服務處 

主任 三年 認真負責、服務態度熱

忱 

Te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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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106 年國慶大會剪影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二) 

慶雙十「2017 一起更好」，感謝社長 Master 邀請社友寶眷登記報名，一同參與中華民國 106 年 

國慶大會，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參與這場國家盛會。國慶大典上時而炙熱的陽光，時而飄落的 

細雨，時而吹起陣陣的強風，最終出現那一道綺麗的彩虹，令人衷心盼望「更好的台灣」。 

在總統府廣場前除了觀看精心規劃的國慶表演外，也再次感謝社長 Master 與服務團隊們全程 

用心接待，從一大早分發扇子、大會紀念品(帽子、提袋、徽章、手帕)到中午宴請大家至立法 

院康園餐廳午餐，還加碼贈送立法院紀念筆、手機扣環，熱情的招待使人感動。 
  

 

 

 

 

 

 

 

 

中正紀念堂捷運站前、總統府前廣場合影留念 

 

智慧小語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 

要有當別人墊腳石的心量，要有成就他人的胸襟。 



本週節目 

十月十四日 

第 1585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一日 

第 158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世原 P.P.King 

主  講  者：天作之合劇場 

董事長特助 許倍維先生 

講      題：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樂： 

台灣音樂劇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09月30日   第158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2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Benson、Coach、Frank、

Jason、Leo、Obama、Otoko、Taylor、Tetsu、

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Benson 

 

 

 

 
 

敬祝 生日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38.10.15)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吳振斌前社長夫人(41.10.20)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9月30日   第158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81,100

AL 1,000 King 1,000

Bright 7,000 Land 1,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ENT 3,000 Long 2,000

Eric 1,000 Polo 1,000

George 3,000 Sky 1,000

Hero 2,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ock 3,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3,000 總計：     $514,100
 

拍賣收入 承上期：        $0

Junior 2,200  

小計：      $2,200 總計：      $2,200
 

恭喜 

社友黃俊哲(Tetsu) 與王蓓恩小姐結婚典

禮謹訂於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下午六時

假台北W Hotels八樓風尚廳(台北市信義

區忠孝東路五段10號)舉行。 
 

天作之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致政暨全體社友 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