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7 日  第 1742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P.Polo十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五

日參加地區根除小兒痲痺單車公益環島活

動，委由副社長劉炳宏 P.P.Hero 主持例會

並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羅致政國會辦公室助理黃思博先生、羅

致政委員服務處主任吳建金先生、小林髮廊

設計師 張富麗小姐、小林髮廊設計師張淑玲

小姐、舒麥爾食品有限公司副店長張秀如小

姐、舒麥爾食品有限公司副店長歐陽薏婷小

姐、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任黃庭毅

先生、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蘇

哲旭先生、新北市議員黃俊哲議政辦公室秘

書岳禹君小姐、新北市議員黃俊哲議政辦公

室吳東叡先生、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

司經理 許寶蓮小姐、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副廠林鴻權先生、新夢想系統櫥

櫃股份有限公司副廠唐誌陽先生、領唱老師

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堅持」、「我只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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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五日職業服務，感謝社長 Polo

致贈與會人員牛軌糖餅禮盒、職業主

委 P.P.Lobo 準備米香、P.P.Smile 夫

人準備橄欖蜜餞、社友 Jimmy 招待海

鮮船、21 年 Royal Salute。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月份理事會，敬

請各位理事撥冗出席會議。 

(3). 十-十二月份社費繳款單，已放置名牌

架上，請各位社友攜回下次例會時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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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費用繳納。 

(4). 社區服務-1995 極光演繹生命初心

音樂會，謹訂於十月二十五日(星期

日)假新北市藝文中心(新北市板橋

區莊敬路 62 號)下午二時入場、下

午三時開演。 

*歡迎社友、寶眷登記索取門票 

(5). 社區服務-2020 浮洲夜跑，謹訂於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四時

二十分假板橋浮洲自行車租借站舉

行。 

*歡迎社友、寶眷報名參加路跑。 

(6).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活動，謹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

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為回報主辦社中午用餐辦桌桌數， 

敬請社友寶眷儘速登記報名。 

 糾察謝堂誠 P.P.Land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邀請雇主們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 

蹟，在委由副社長劉炳宏 P.P.Hero 與職

業主委羅國龍P.P.Lo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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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副社長劉炳宏 P.P.Hero 鳴鐘閉會。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0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劉炳宏、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羅致政、陳萬祥、 

林振哲、李榮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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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第 1745 次例會，「K 型經濟的投資思維」國家合格證券分析師 連乾文先生。 

11/14 第 1746 次例會，秋季旅遊-花蓮瑞穗二日遊。 

11/21 第 1747 次例會，「撩人也撩心～打動人心溝通術」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 李國嘉女士。 

11/28 第 1748 次例會，延至 11 月 29 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 

山活動」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三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得獎學生。請討論。 

決  議：(1)劉翁清連女士紀念獎學金-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黃思瑩小

姐。 

(2)超能盛生物科技公司獎學金-國立成功大學臨醫所博士班學生 吳柏帆先生。 

(3)黃文龍獎學金-國立東華大學諮商所碩士班學生 林芷柔小姐。 

第四案：「社區服務-2020 Run With Love 浮洲夜跑馬拉松活動」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四時二十分假新北市板橋區浮州自行車租借站舉行。為鼓勵

大家參加路跑活動，社內是否贊助社友伉儷報名費。請討論。 

決  議：通過。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7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副社長 P.P.Hero 與職業主委 P.P.Lobo 代表本社頒發獎狀、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工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四日 

第 174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主  講  者：台北金融研訓院諮詢顧問  

呂忠達先生 

講      題：從國際政經趨勢看投資戰略 

 

下週節目 

十月三十一日 

第 174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社長夫人(54.10.25)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7 日 第 174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45,200

Al 1,500 Lobo 3,000

Benson 2,000 Mars 1,000

Davie 6,000 Master 3,000

Dental 1,000 Polo 3,000

First 3,000 Shige 1,000

Fuku 20,000 Sky 4,000

Hero 5,000 Smile 4,600

James 3,000 Taylor 5,000

Jason 2,000 Tetsu 1,000

Jey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ill 5,000

Life 1,000  

小計：   $80,100 總計：      $625,3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7 日 第 174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ecor、 

Kenny、Leo 
 

2020/10/17~10/25 倡議根

除小兒麻痺單車公益環島 
 

 

 

 

 

 

 

 

 

 

D.G.E.Wood、P.P.Hero、P.P.Sky、

P.E.Benson 準備加油打氣包致贈社長 Polo

伉儷，敬祝單車環島活動平安、順利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2,300

Benson 11,500 James 7,700

First 5,200 Land 7,700

Frank 5,200 Sky 15,400

Hero 10,200 Stock 5,200

小計：     $68,100 總計：     $36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