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5 日  第 1630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前社長 黃明志先生(P.P.Long) 於昨日八月 

二十四日(星期五)凌晨 12 時 2 分安祥的辭 

世，全體社友默哀一分鐘。 

 代理聯誼徐明偉 Benson：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E.Jason，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舊情綿綿」、「你是我的兄弟」。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前社長 黃明志先生(P.P.Long)慟於中

華民國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凌晨 12 時 2 分壽終正寢，享年 84 歲。 

例會結束後，敬邀各位社友伉儷一同前 

往 P.P.Long 靈堂上香。 

*靈堂設立於…台北市第一殯儀館 B區 

36 號牌位。 

(2)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榮任台灣銀髮

族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謹訂於九月

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桃禧航空城

酒店舉行。 

(3) 本年度金榜題名表揚，謹訂於九月九日

(星期日)慶祝中秋節晚會舉行。 

(4) 社友蕭慶安(Tiger)正坤公司參加台北

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謹訂於九月十

三日(星期四)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前往參

觀，當晚社友 Tiger 也於台北兄弟飯店

宴請參觀者。 

(5)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例會舉行，敬請各

位社友踴躍推薦員工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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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主

持。 

會中討論(1)本社第 34 屆(2020-2021 年度) 

社長人選、(2)前社長黃明志 P.P.Long 治喪 

相關事宜、(3)社館十樓到十一樓的階梯、會 

議室內講台損壞修繕。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訃告 

前社長 黃明志先生(P.P.Long)慟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4日(星期五)凌晨12時2分壽終正寢， 

享年84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靈  堂】：台北市第一殯儀館，牌位：B區36號。(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145號) 

【告別式】： 

時間：9月 8日(星期六)14:30 公祭 

地點：三山善社-福州廟(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00號旁/第二殯儀館前) 

 

請推薦 2018-2019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 

一、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 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 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如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     

付學費者，得申請獎助。 

四、申請日期：申請人於二Ｏ一八年八月十六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連同有關

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如發現重覆申請者，即取消其資

格。 

五、推薦日期及報名地點：各扶輪社依本辦法第三條第八項規定，於二Ｏ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前經初審後出具推薦公函以掛號郵寄至各地區總監辦事處收，以郵戳為憑，逾

期恕不受理。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扶輪社推薦受獎學生之原則】 

一、各社每年 11 月底推薦期限前捐獻金額達： 

    (1)新台幣 20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2)新台幣 15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二、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辦理，捐款人如要指定特定人或特定院校系所時，應予尊重。 

三、推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者視同優先

推薦。 

四、各扶輪社即令無捐款或未達優先推薦之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得統籌全地

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評選該地區受獎學生。 

五、各地區總監在競爭性評選中，如遇有歷年捐獻較熱心之扶輪社推薦獎學生，而條件相同時

應予優先考慮。 



 

2018～2019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報到、11：00 攝影開球 

二、比賽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03-480-3388） 

三、比賽規則：依球場規則，採取新新貝利亞方式計算差點。 

          （民國 37 年 10 月 2 日以前出生者，可打銀 Tee） 

（一）比賽成績以總桿冠軍優先錄取，總桿成績相同時，以差點高者為優先。 

（二）淨桿成績相同時，以差點低者為優先，若淨桿與差點相同者從 18 洞桿數往

回逐洞 

      比桿數，桿數低者優先。 

（三）得獎人未能到場領獎時，不得代領。（頒獎活動於球場餐廳用餐時進行） 

（四）請將成績卡繳到櫃台以便計算成績。 

（五）因二區同時開球，採現場編組隨到隨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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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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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擊球費用：每位 2,65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七、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

織暨製衣機械展 

時間：9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程序： 

15:00 捷運站「南港展覽館站」集合 

15:10 參觀社友蕭慶安(Tiger) 

伍舜正坤公司(攤位號碼 J118) 

17:00 活動結束 

17:10 捷運站「南京復興站」出口 6

或 7號，前往台北兄弟大飯店 

18:00 社友蕭慶安(Tiger)宴請晚餐，

台北兄弟大飯店 13 宴會廳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3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扶輪知識- 

職業服務 Vocational Service 
扶輪的第二項服務，為扶輪所獨具的特

色，亦稱作「扶輪的靈魂 the Soul of 

Rotary」。目的是要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

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

之價值;以又在各種職業中培養服務的理

想。扶輪社所應扮演的角色包括推廣各類

有助於社員貢獻以符社會所需的計劃。扶

輪社員所應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行為及事業

上遵奉扶輪的準則，以及參與扶輪社的各

種計劃，藉以服務社會。 



 

 

 

本週節目 

九月一日 

第 163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P.P.Stock) 

主  講  者：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徐鳳儀女士 

講      題：新北市土地開發願景 

 

下週節目 

九月八日 

第 1632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林忠慶、 

徐明偉、劉孟賜、程文金、邱顯清、 

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郭昭揚、 

郭俊麟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8 月 25 日  第 163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05,400

Jason 2,000  

小計：      $2,000 總計：      $307,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17,400

Archi 5,200 Stock 5,200

Junior 5,200 Tetsu 5,200

Kenny 5,200  

小計：     $26,000 總計：      $243,400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25 日  第 163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6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right、David、 

Dental、Frank、Kay、Kenny、Leo、 

Obama、Otoko、Taylor、Tetsu、Tiger、 

Will 

三、祝您旅途愉快! 

    Mars 

 

扶輪知識- 

扶輪的定義 Definition of Rotary 

如果有人問起什麼是扶輪時，我們要謹記： 

扶輪是全世界一群商業及專業人士組成的機

構，它提供人道服務、在所有職業鼓勵高道

德標準及全球建立善意及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