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31 日  第 1744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程文金 P.P.Cathay：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Shige 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舊情綿綿」、「黃昏的故鄉」、 

「南屏晚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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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社友 Life 致贈全體社友月曆。 

(2). 十一月七日第 1745 次例會，結束後將

召開顧問委員會屆時敬請各位 PP 撥

冗出席會議。 

(3). 2021台北國際扶輪年會萬人反毒公益

路跑，謹訂於十一月一日(星期

日)04:30 假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舉行。  

(4). 秋季旅遊-花蓮瑞穗二日遊，謹訂於十

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十五日(星期日)

舉行。 

*已報名者若有異動，請盡早通知以利 

安排各項事宜。(飯店房間不能退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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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理主持社務討論

會 。(1)社長吳得利 P.Polo 報告十一月十

四日-十五日花蓮二日遊行程內容。(2)為

了社務發展與延續，鼓勵社友認屆承擔未

來的社長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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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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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服務-參觀台灣日立江森桃園廠、可口可樂博物館 

日期：10 月 15 日(星期四) 

在台灣成立 56 年，全台有 1800 多家經銷商，並且榮獲連續 31 年理想品牌第一名的日立

冷氣，到底是如何維持產品品質與國民的信賴呢?此次透過鶯歌社羅毅 P.P.Gift 的引薦和職

業主委羅國龍 P.P.Lobo 的安排，我們參觀位於桃園市蘆竹區的「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

公司」桃園工廠。在處長陳錦超先生與同仁的引領下，我們走訪以製造窗型及分離式冷氣機

和家用除濕機為主的一廠和二廠，從機械手背自動零件焊接、自動折板，到自動化產線運

輸、產品包裝、配送物流…等。台灣日立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自動化產線，讓機械取代重

物的搬運，極減化員工操作步驟，除了消弭多餘人力，也大幅度降低工安事故的發生。如此

紮實的根基，台灣日立江森公司不愧為全台最大的變頻空調機專業製造廠和台灣經濟成長中

不可或缺的砥柱。 

下午前往位於桃園龜山工業區的「可口可樂世界博物館」一窺這橫掃全球的紅色旋風魅

力。可口可樂 1886 年 5 月 8 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市誕生，從第一年平均一天賣出 9杯到現在每

天 19 億杯，產品從一個「可口可樂」到橫跨全球 500 多個品牌，從一個城市到現在超過 200

個國家，「可口可樂」創造出了飲料界最不平凡的傳奇故事。從博物館陳設的歷史時間廊、到

還原 19 世紀美國亞特蘭大街道、見證榮耀的奧運商品…等，共有九大展區，千件琳瑯滿目難

得一見的收藏品，讓人驚奇連連、充滿歡樂。 

    「八德埤塘生態公園」是一個雞、鴨、鵝不怕生，可以與人一起同樂的好所在。在距離

八德市區不遠處，我們短暫遠離喧鬧的車聲，感受、聆聽最天然的動植物奏鳴曲和享受大自

然的無比愜意。 
    晚餐於社友張榮智 Jimmy 公司的「錢都日式涮涮鍋-館前直營店」用餐，高 CP 值的美

味，難怪錢都火鍋不管那家分店，每每營業時間一到客人總是絡繹不絕。  
 

 

 

 

 

 

 

 

 

 

 

 

 

 

 

 

 



 社區服務-1995 極光演繹生命初心音樂會 

時間：10 月 25 日(星期日)15:00 開演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為倡導社會大眾珍愛生命，本社長期與新北市生命線協會配合辦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

透過公益音樂會，希冀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增進國人心理健康，也讓更

多人可以認識生命線 1995 協談專線及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題等，也邀請知名表演團體吸引媒

體、社會大眾之目光，藉由音樂會分享之形式，傳遞善與愛的正面力量。 

極光打擊樂團團員是集結自閉症、小臉症、亞斯伯格症、視障、弱智…等一群身心障礙

人士，在團長何鴻棋耐心指導及鼓勵下，團員們用意志力跨越身心的缺陷，克服混合障別協

調契合度的困難，達成不可能的「打擊」任務。也透過打擊樂訓練與演出，讓患者獲得自信

與歡樂，也幫助身心障礙家庭找回生命尊嚴和熱情。 
 
 
 
 

 

 

 

 

 

 

 

社長當選人 Benson 代表本社接受感謝狀                      合影留念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31 日 第 174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Coach、Davie、Dental 

、Decor、Frank、Jimmy、Kay、Kenny 

、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31 日 第 174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79,900
Aero 2,000 King 1,000
Benson 1,000 Land 1,000
Cathay 1,000 Otoko 2,000
ENT 1,200 Polo 5,000
Eric 10,000 Roberta 1,000
George 1,000 Sky 1,000
Jack 1,000 Tea 1,2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unior 1,000 Will 1,000
小計：   $34,400 總計：      $714,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22,400
Bright 5,200 Master 7,700
Junior 5,200 Polo 17,000
King 5,200 Stone 5,200
Life 5,200 Will 5,200
小計：     $55,900 總計：     $478,300



本週節目 

十一月七日 

第 1745 次例會 

【召開顧問委員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 

主  講  者：國家合格證券分析師  

連乾文先生 

(土城社 P.P.Stock)   

講      題：K型股市的投資策略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四日 

第 1746 次例會 

【秋季旅遊-花蓮瑞穗二日遊】 

11 月 14 日(星期六)  

06:40~板橋車站集合、早餐 

07:03~板橋車站出發(車次 82) 

10:59~抵達瑞穗車站   

11:30~午餐-瑞穗老家後山菜 

13:30~瓦拉米步道(八通關古道) 

16:00~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辦理入住  

17:20~晚餐-飯店自助餐  

20:00~卡拉 ok 歡唱 

11 月 15 日(星期日)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享受飯店設施 

11:00~午餐、太巴塱部落巡禮 

14:30~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單車遊)  

18:00~晚餐：便當+茶飲  

18:38~花蓮火車站出發(車次 81) 

21:27~抵達板橋火車站 

請穿著休閒鞋、運動服並自備個人藥品 

 

 

 

節目預告 

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 174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賴建男 P.P.Otoko 

主  講  者：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李國嘉女士 

(新世代社 D.V.S.Linda) 

講      題：撩人也撩心～打動人心溝通 

術 

 

敬祝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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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致政前社長(53.11.17) 

翁仁禮社友(7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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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 

邱明政前社長(46.11.19)63 年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五) 

16:30 註冊、17: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3樓 

*參加：吳得利伉儷、林振哲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