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5 日  第 1733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主講者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副總裁黃怡

仁先生(五工社社友 Dennis)、P.P.First 夫

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

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情義」、

「花心」。 

 出席林聖家Stone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前社長 邱明政(P.P.Masa)繼母邱陳

鳳嬌老夫人告別式，謹訂於八月二十

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新

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公祭，

屆時敬請社友穿著襯衫、搭配年度領

帶出席。 

(2). 下週六，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第

1734 次例會，邀請 P.P.Eric 公子張

皓翔先生演講「單車簡談」，敬邀社友

夫人登記報名蒞臨聆聽專題演講。 

(3).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九月十五

日(星期二)中午 11 時假台北新板希

爾頓酒店宴會舉行，邀請到台北市市

長柯文哲先生，專題演講「生死之間」。 

*此次由本社與土城社主辦，敬請社友、 

社友夫人儘速登記報名，以利安排桌 

數。 

(4). 本年度若社友子女、孫子女有金榜題

名者，敬請通知余 s，社內謹訂於九月

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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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萊天漾飯店頒發獎學金、紀念品

獎勵各位莘莘學子。 

(5). 台北世界年會萬人反毒路跑-休閒

3K 組活動者，社內共 12 位報名，

敬請繳納報名費 500 元。 

(6). 十月十五日(星期四)，職業服務-參

觀日立公司、可口可樂博物館，目

前報名人數 50 位，欲參加之社友請

儘速登記報名，以利安排車次、用

餐事宜。 

(7).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職業服務-表

揚優良員工，目前推薦受表揚員工

人數為 4 位，敬請各位社友踴躍推

薦優秀員工參與活動。 

 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怡仁先生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 

曾任：富邦銀行辦事員領組 

匯豐銀行資深襄理 

荷蘭銀行協理 

現任：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副總裁 

從姓名論流年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副總裁 黃怡仁先生 

命運! 

命 先天的，不可改變的。 

合 + 分=命 

運 後天的，可改變的。 

風水 + 積德 + 讀書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 

十一擇業與擇偶，十二趨吉要避凶 

九宮姓名學，流年跟機會點的組合卦象 

運勢操作不怕好壞，好運操作得利，一帆風順 

平安富貴。弱運壞運先知佈局，可趨吉避凶。 

十年風水輪流轉，說的就是運勢十年，好壞照

輪。 

 

 

 

 

 

 

 

 

 

 

 

 

 

改名改運? 

九宮姓名學的姓名基礎架構是以真實姓名為

主，改過名字者則以九歲前更改才有效用，因

為人在九歲以前尚未定型，更改名字對於以後

的流年運勢磁場還來得及作改變，若九歲以後

才改的名字對於相關磁場就無影響力了。 

人人都會碰到姓名學，從姓名論流年，自己的

運勢自己把關，每年都能掌握行運，做到趨吉

避凶！ 

 社長吳得利P.Polo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

小社旗，感謝黃副總裁精彩演說並回贈車

馬費予本社。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2020-2021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37,000】 

徐明偉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羅國龍 US$1,000.(根除小兒麻痺) 

劉炳宏 US$1,000.(全球獎助金) 

郭昭揚 US$1,000.(全球獎助金) 

李榮鏗 US$1,000.(全球獎助金) 

徐明偉 US$9,000. 

李水日 US$1,000. 

黃伯堯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黃文龍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US$3,000.】 

李水日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吳得利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650,000.】 

郭林美惠 NT$200,000.(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士班冠名) 

黃文龍 NT$200,000.(簡家秀博士班冠名) 

游伯湖 NT$10,000. 

徐明偉 NT$10,000. 

莊金盤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郭祐福 NT$10,000. 

葉進一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邱明政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萬人反毒公益路跑 

活動時間：11月1日(星期日) 

04:30選手集合、衣物寄放 

05:20開幕典禮 

06:10休閒組(3km)鳴槍起跑 

07:10休閒組(3km)比賽結束(限時1小時) 

10:00閉幕典禮 

活動地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出發起終點)   

參加人員：吳得利、黃芳珠、黃文龍、簡家秀、林美玲、王姿文、李榮鏗、黃家禎、 

黃俊哲、許家榮、陳麗雯、翁仁禮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二日 

第 173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張皓翔先生(P.P.Eric 公子)  

講      題：單車簡談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九日 

第 173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15 日 第 173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rchi、Benson、Coach、Davie、

Decor、Frank、Jason、Kenny、Mars、

Otoko、Taylor、Tetsu 

敬祝 生日快樂! 

張正鳴前社長(47.08.26) 

邱顯清社友夫人(56.08.27)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15 日 第 1733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23,600

Aero 1,000 Leo 1,000

Alan 2,000 Lobo 1,000

Bright 2,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Polo 5,5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3,000 Sky 3,000

First 2,000 Stock 2,000

George 1,000 Stone 2,000

Hero 2,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ea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immy 3,000 Will 1,000

Kay 1,000 Wood 2,000

King 1,000 黃怡仁 3,000

Land 1,000   

小計：   $51,500 總計：     $375,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9,500

Archi 5,200 Bright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219,900

2020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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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