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1 日  第 1586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耽擱晚點到，委

請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先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主講者天作之合劇場董事長特助許倍維先

生、天作之合劇場演員江翊睿老師、天作之

合劇場演員鍾筱丹老師、天作之合劇場資深

副總陳憲宗先生(台北北門扶輪社社長

Advisor)、天作之合劇場行銷部李佳諭小

姐、天作之合劇場行銷部方瑜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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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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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Polo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世界第一等」、「滿山春色」。 

 代理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個人準備人參為鐵人

社友吳晉福 Dental 補充元氣，歡喜他十月

七日參加扶輪社反毒路跑 21K 成功，也祝福

他即將參加太魯閣馬拉松 42K 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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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夫人黃家禎女士，準

備香蕉蛋糕分享與會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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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秋季旅遊-台南嘉義二日遊，謹訂於十

一月四日(星期六)-十一月五日(星期

日)舉行。 

早上 07:00 板橋高鐵站剪票口集合並

領取早餐、水果。早上 07:29 從板橋

出發至台南。 

(4) 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於十一

月十二日(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舉

行。此次由本社與板橋北區社主辦，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前社長王世原 P.P.King 介紹主講者： 

姓名 許倍維先生 

出生：65 年 11 月 6 日 

學歷：輔大財經法律系 

現任：天作之合劇場藝術推廣專任講師/董 

事長特助 

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樂:

《台灣音樂劇》 

 

 

 

 

 

 

 

 

 

 

 

天作之合劇場董事長特助 許倍維先生 

阿公是日本時代留日台籍菁英，父母是戰後

世代的尾巴，自己是 X世代中堅，求學時期經歷

台灣戒嚴的末端，自小是政治反動者，身體不安

定的靈魂住著一個搖滾精靈，過去親自參與台灣

搖滾樂團最艱苦也最美好的年代，自許是搖滾傳

道士，看到了台灣主流市場從搖滾樂團沙漠變成

樂團時代的來臨，看到了伍佰和五月天從地下唱

到地上，從非主流唱到變主流。 

現在，我是台灣音樂劇的長工，站在浪頭的

前端傳佈台灣音樂劇的精彩，因為新的時代即將

來臨，一個跨越世代，跨越語言，跨越國界的時

尚娛樂，將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趣，更美好！ 

走進音樂廳享受音樂劇，時尚新娛樂 

題材無設限 

語言沒界限 

獨一無二現場力 

天作之合劇場，集結國內專業音樂劇工作

者，是國內少數原創華文音樂劇劇團。我們相信

音樂劇是現代人最好的娛樂選項、更深信華文音

樂劇有著獨特的魅力與潛力。因此立旨創作出更

多「感動人心」的音樂劇。讓我們一起走進劇場，

一起戀愛，一起讓生命圓滿。 

 社長羅致政 P.Maste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主講者許倍維先生車馬費、小社旗、紀

念品，感謝其精彩分享，也呼籲大家買票

走進劇場觀賞目前的作品《寂寞瑪奇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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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第二分區八扶

輪社聯合植樹計畫 
 *時間：11 月 10 日(星期五)10:30 

*地點：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 510 巷內農地 

 

10/16 第二分區 

AG 盃得獎名單 
-近洞獎-羅國龍 

-第四名-鄭德文 

-第五名-羅國龍 

-第八名-劉炳華 

-第十八名-連文惠 

-第三十九名-吳振斌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基地、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剪影 

 時間：10 月 18 日(星期三)                                                

早上八時，在社長夫人陳亮吟女士與職業主委黃伯堯(P.P.Jack)帶領下，我們二部巴士浩浩

蕩蕩出發前往台中，展開精彩的職業參觀一日遊。 

上午十時三十分，抵達「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由謝副聯長接待，陳少校、張士官長隨行陪

同。我們終於一睹這個以抗日名將邱清泉將軍為名的基地。清泉崗空軍基地，在 1966 年當時是

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占地 1750 公傾，可起降 B-52 戰略轟炸機，在越戰時期美軍進駐清泉崗機場，

還成為美軍中途補給站。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一個曾經為美軍駐台最大、駐屯人數最多、東亞

主要支援基地，至今為保衛台灣的重要基地。 

中午我們在「復興餐廳」享用道地眷村菜餚，隨即於下午一時四十分，抵達「漢翔航空工業

公司」，由董事長室副主任張仕典先生接待。「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為飛機製造商，製造國內戰

機及直昇機，也製造國外民航機之零件，過去是國營事業機構屬於國防部，後改組為國有民營事

業，屬經濟部管轄。飛機製造是沒有存貨的，都是客戶下訂單之後才開始製造，一台直昇機最快

也需費時兩三年才得以完成。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現在兼負起台灣航太技術的傳承外，也培養更

多的台灣航太工程人才，成為台灣航太工業的領頭羊。 

    下午四時抵達「臺中國家歌劇院」，整棟建築充滿曲線及大量白色，美麗的凸牆和弧形牆面

非常搶眼，即使我們不看劇、不聽音樂會，光是走馬看花也已逛不完，更遑論整個空間就是免費

大展覽場，無限開展的視覺饗宴誘人，令人亦感饜足。 

晚間五時三十分假「台中僑園飯店」享用美味佳餚，於晚間七時三十分返回板橋結束這場知

性之旅。 

    感謝，社長羅致政 P.Master 安排參觀單位，個人也準備日出鳳梨酥禮盒給參加者，也貼心

爭取參觀單位紀念品(錀匙圈、書籤、帽子)給出席人員。最後，也感謝前社長李水日 P.P.George

和夫人李林素英女士，一大早就親送熱騰騰魯味給二車人員後才尾隨大家出發至台中，實在足感

心。 

 

 

 

 

 

 

 

社長夫人陳亮吟女士與職業主委黃伯堯(P.P.Jack)代表本社致贈紀念品予參觀單位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八日 

第 158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四日 

第 1588 次例會 

秋季旅遊-台南嘉義二日遊 
 

節目預告 

十一月十一日 

第 1589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

趣味競賽】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日) 

*地點：南山福德宮活動中心 

*程序： 

08:00~08:30 集合、領取毛巾、水、早餐  

08:30~10:00 登山 

10:00~11:30 1.團康活動 2.趣味競賽  

11:30~13:50 1.餐敘 2.摸彩活動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10月21日   第158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3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Frank、Obama、Otoko、
Taylor、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羅致政社長(53.11.17)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陳萬祥前社長夫人(66.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4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0 月 21 日  第 158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81,100
Alan 4,000 Kenny 1,000
Cathay 1,000 King 2,000
Dental 1,000 Land 1,000
ENT 2,000 Life 1,000
Eric 1,000 Lobo 1,000
First 3,000 Masa 2,000
Fuku 1,000 Master 2,000
Herbert 2,000 Roberta 1,000
Hero 2,000 Sky 2,000
Jack 1,000 Tea 8,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ason 1,000  
小計：     $43,500 總計：     $624,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1,600
Leo 30,800 James 5,200
Aero 5,200 Junior 7,700
Archi 5,200 King 5,200
Dental 5,200 Land 5,200
First 5,200 Life 5,200
Fuku 5,200 Long 5,200
Hero 7,700 Masa 5,200
Jason 7,700 Roberta 5,200
小計：     $116,300 總計：     $417,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