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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2 月 06 日  第 1758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莊淇 

銘先生、板橋北區扶輪社前社長李老丁 

P.P.CNC、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社友 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望春風」、

「廟會」。 

 代理出席江基清 P.P.Al 報告上次例會社

友出席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板橋北區扶輪社前社長李老丁

P.P.CNC 致贈與會社友噶瑪蘭威士

忌。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會

議，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二月十三日(星期六)第 1759 次例

會，適逢春節連續假期，休會乙

次。 

(4). 二月二十日(星期六)第 1760 次例

會，延至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

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

席。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間。 

 社友黃健豪 Tayl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莊淇銘先生 

學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士 

美國俄亥俄大學電腦碩士 

美國路易絲安娜大學電腦博士 

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 

開南管理學院校長 

高雄空中大學校長 

美國路易絲安娜大學講師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所長 

福報.自由時報專欄作家 

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淡江大學教授 

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學會理事長 

榮譽：「神奇的語言學習法」、「引爆創意

與記憶」、「啟創意動商機」、「神奇

的單字學習法」、「學習創造奇

蹟」…….等暢銷書 

人生有限、青春無限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莊淇銘先生 

超前部署、青春人生 

永遠有夢、活出健康、活出青春、活出精彩 

社會變遷 

-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 

-資訊社會 

-知識社會 

-第五波社會 

現在過去，過去決定現在 

未來學不只是一門學科，更是一門實踐的科

學，了解未來發展趨勢的同時，要知道怎麼去

培養、強化和身體力行相對應的能力，才能在

未來保有競爭力。不是我厲害，而是我跟上了

時代的趨勢。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莊教授精彩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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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2 月 6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得利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李榮鏗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3第1766次例會，適逢清明節，休會乙次。 

        04/10第1767次例會，「房地合一所得稅~後時代實務篇」承暘地政事務所負責人葉濬承 

先生(板橋北區社S.Levine) 

        04/17第1768次例會，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三十一屆地區年會假新莊頤品大飯店舉行。 

        04/24第1769次例會，延至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34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晚會表演節目。請討論。 

決  議：晚會節目委由社長、秘書安排處理。 

第四案：原訂第五組爐邊會暨姊妹社蒞台歡迎晚會，如今台北世界年會改線上會議，姊妹社無 

法訪問台灣，爐邊會是否要照常舉行。 

決  議：第五組爐邊會照常舉行。 

第五案：台北世界年會改線上會議將退還每位報名費US$315.。請討論。 

說  明：報名費-社友伉儷當時自付額393,000元。(社友53位*6,000、社友夫人25位*3,000) 

報名費-社內歷屆結餘當時補助341,101元。 

決  議：社友自付額將全數退回，匯率損失、銀行手續費由社內吸收，餘款在轉回歷屆結餘。 

社區服務-關懷家扶中心弱勢家庭送年菜活動 

時間：1月29日(星期五)14:00 

地點：新北市家扶中心(板橋區忠孝路214號) 

 

 

 

 

 

 

 

 

 

秘書P.P.Sky、P.E.Benson、P.P.Smile、P.P.Al代表本社致贈愛心年菜予弱勢家庭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日 

第 1760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葉進一、楊耀程、郭祐福、李水日 

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陳嘉偉、鄭德文、周正義、王文霖 

黃俊哲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七日 

第 1761 次例會 

適逢二二八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前社長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36 年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25,300

Junior 5,200 King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835,700

 

 

節目預告 

三月六日 

第 176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蕭慶安 Tiger 

主  講  者：香菇王集團/第一名店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王義郎先生 

講      題：貫徹醫食同源從食安談健康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2 月 06 日 第 175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Bright、Coach、

Davie、Decor、Jimmy、Kay、Kenny、

Leo、Mars、Oki、Stone、Tetsu、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2 月 06 日 第 175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95,500

Aero 2,000 Land 500

Al 1,000 Polo 2,000

Benson 1,000 Sky 1,000

Hero 1,000 Smile 1,000

Jack 1,000 Stock 1,000

James 500 Taylor 1,000

Jason 1,000 Will 500

Jey 1,000  

小計：   $15,500 總計：    $1,11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