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4 日  第 1585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社友吳得利 Polo 賢伉儷代表本社參與 10 月

21 日開始，為期九天八夜的根除小兒痲痺騎

單車環島活動，我個人準備了補充鈣質的營

養品，預祝 Polo 賢伉儷活動順利、平安。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 洪敏捷耳鼻喉科診所藥師徐秀美小

姐、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設計師梁雅晴

小姐、妙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設計師陳可

欣小姐、新北市議員黃俊哲服務處主任林治

勳先生、新北市議員黃俊哲服務處主任丁紹

斌先生、羅致政立委服務處主任林健光先

生、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江蕙

如小姐、廣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商務秘

書劉雯華小姐、領唱老師呂虹臻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壽星 P.P.Land、P.P.James、P.P.Tea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你是我的兄弟」、「堅持」、

「我們都是一家人」。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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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基地、漢翔

航空公司，謹訂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上午七時五十分集合，上午八時假馥

華飯店、社館出發，當日社內會準備

早餐盒、礦泉水，敬請參加人員準時

出席。 

(3)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第 1586 次例

會，專題演講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

樂：台灣音樂劇，歡迎社友夫人蒞臨

聆聽專題演講。為安排各項事宜，敬

請欲參加之社友夫人向余 s 登記報

名。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首先請雇主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

蹟，在委請社長羅致政 P.Master 與職業主 

委黃伯堯 P.P.Jack 代表本社頒發獎狀、禮

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表彰優良員工在

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

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0 月 14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劉炳華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4 第 1588 次例會，秋季旅遊台南大 

億麗緻二日遊。 

11/11 第 1589 次例會，延至十一月十二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 

行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11/18 第 1590 次例會，「數位經濟與智 

慧城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家 

黃國俊先生。 

11/25 第 159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陳嘉偉先生申請免計出席。請討論。 

決  議：因年齡 64 歲、社齡 26 年，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通過。 

第四案：九月份理事會決議視板橋社動向後，再

議社館搬遷至都匯中心乙事。請討論。 

決  議：決定搬遷，委由搬遷主委 I.P.P.Hero

處理相關事宜。 

第五案：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社務狀

況。請討論。 

決  議：姊妹社社務目前處於整頓期，但貴我兩

社情誼不變。 

第六案：爐邊會爐主費用分攤方式。請討論。 

決  議：每位爐主固定分攤七仟元，不足額則由

社內支付。 

第七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林月嬌博士班冠 

名紀念獎學金，予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 

程所博士班二年級學生江耀先生。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八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郭祐福碩士班冠 

名獎學金，予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 

科學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周祐安先生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九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郭徐桃子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予國立台南大學經營與管 

理學系科技管理部士班二年級學生吳 

盈萱小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劉炳華碩士班冠 

名獎學金，予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 

諮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學生黃思瑩小 

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板信商業銀行 

碩士班冠名獎學金，予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所碩士班一年級 

學生楊鎮寧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板信商業銀行 

碩士班冠名獎學金，予輔仁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二年級學生許庭 

華小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林平賜碩士班 

紀念冠名獎學金，予國立高雄大學營建 

工程系所碩士班學生林子晏先生。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郭道明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予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陳郁璇小姐。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時間：10 月 14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與職業主委黃伯堯 P.P.Jack 代表本社頒發獎狀、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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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八日 

第 158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秋季旅遊-台南嘉義二日遊 

程序：11 月 4 日(星期六) 

07:00 板橋高鐵站入口處集合、領取 

早餐、水果，搭乘高鐵 1607 班次， 

板橋 07:29 發車 -09:07 抵達台南。 

09:45-12:00【奇美博物館】 

12:30-13:30 台南度小月擔仔麵 

14:15-17:00【七股潟湖+網仔寮】 

17:45 【大億麗緻酒店】辦理CHECK IN 

19:30-21:30 晚餐-阿美飯店 

11 月 5 日(星期日) 

09:00 享用館內早餐 

10:30 辦理退房手續 

11:30-12:30【好美里 3D 彩繪村+高跟 

鞋教堂】 

12:45-13:45 享用午餐-海龍園餐廳 

14:15-17:00【故宮南院】 

17:15 享用便當、飲料 

搭乘高鐵 670 班次，嘉義 18:08 發車-  

19:25 抵達板橋。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社友夫人(54.10.25)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4日   第158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3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Frank、Leo、Obama、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Lif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0 月 14 日  第 158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14,100
AL 1,000 Masa 1,000
Benson 2,000 Master 2,000
Cathay 1,000 Otoko 2,000
Coach 1,000 Polo 1,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2,000 Shige 1,000
Fuku 20,000 Sky 4,000
Hero 2,000 Smile 3,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3,000 Sun-Ris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4,000
Justice 1,000 Tetsu 2,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小計：     $67,000 總計：     $581,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74,200
Master 17,000 Trading 5,200
Otoko 5,200  
小計：      $27,400 總計：     $301,600

 
扶青團 承上期：   $29,000
Benson 1,000  
小計：      $1,000 總計：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