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1 日  第 1786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張富逸 P.P.Eric： 

歡迎主講者西門町老天祿滷味總管謝宜

璋先生、西門町老天祿滷味第二代謝佩

容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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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選曲「來去台東」、「小丑」。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週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感謝社長徐明偉 P.Benson 準備老

天祿滷味分享與會人員。 

(2). 感謝前社長汪正輝 P.P.Oki 準備黑

糖蜜棗分享與會人員。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臨時理事

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若有考取

高中、大專、大學、研究所者，請

向余 s登記，社內預計於九月十二

日慶祝中秋節晚會時頒發獎學金、

紀念品予各位莘莘學子。 

(5). 社區服務-捐贈弱勢家庭孩童聖誕

禮物每份禮物 500 元，請各位社友

踴躍登記認捐。 

(6). 2021-2022 聯合反毒暨消除 C肝公

益路跑活動，謹訂於 11 月 27 日

(星期六)06:40 假內湖美堤河濱公

園舉行。 

活動人數：各社至少報名 20 人，

欲參加者請於 9月 17 日前報名。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鄭德文 P.P.Just 介紹主講者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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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謝宜璋先生 

出生：42.11.15 

現任：老天祿總管 

台北城的滷味達人-老天祿 

 

 

 

 

 

 

 

 

 

老天祿總管 謝宜璋先生 

六十多年歷史滷味老店，陪伴台北人逛

西門町、看電影最佳休閒零嘴，亦是港台饕

客最愛小吃，台北特色美食伴手禮。 

當年西門町人氣最旺為新聲電影院，位於戲

院隔壁的老天祿滷味，也成為人手一包看電

影的必備零嘴。民國六十七年新聲戲院結束

營業，紹東壽先生移民美國，我哥哥謝玉泉

頂下了老天祿字號，並遷回武昌街二段現址

營業，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是為滷味專賣創

始店。 

    老天祿 20 多種滷味不斷地改良，注重食

材的新鮮與衛生，用心把產品做到最好，風

味獨特贏得老饕的癡迷。滷製材料包含醬

油、米酒、三星蔥及五香、八角、丁香等 15

種上等中藥材，獨特滷汁與定量滷製，製作

出達人級的滷味。 

50 年代記憶裡的台北，中華路上鐵道、

商場與車水馬龍，復刻著是這個城市的人

們，辛勤努力與創造經濟奇蹟的景象。在以

看電影為主要娛樂的年代，人手一包老天祿

滷味是絕佳的享樂。這種獨特的小吃，成為

西門町特色美食伴手禮，也是台灣各類媒

體、觀光旅遊指南推薦美食。 

老字號的老天祿滷味傳承 60 餘年滷製經

驗，在台北多元的飲食文化裡，展現出在地

小吃的美味，更是許多台北人共通記憶。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謝宜璋先生、謝佩

容小姐，感謝精彩分享。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來函-澄清 KKday 旅遊網路平台內容非

本會發起或參與之活動 
主 旨：為澄清附件所示宣傳內容「台帛友誼暨投資之旅」活動非本會活動，且本會未曾發起

或參與，請函轉 貴地區各扶輪社暨社友協助釐清等事，詳如說明。 

說 明： 

一、本會於 110 年 8 月 5 日接獲會員扶輪社及理監事通知，略謂發現附件以知名旅遊網路

平台 KKday 製作之「台帛友誼暨投資之旅」宣傳內容，因而訊問是否為本會活動？經

查，該活動並非本會的活動，且本會未曾發起或參與。 

二、特此函請各地區扶輪領導人，函轉 貴地區各扶輪社暨社友協助釐清上情，並請勿再轉發

或轉寄該活動訊息，以免有誤信上當之虞。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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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2:15 

二、 地點：社館 

三、 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賴建男、李榮鏗、黃健豪、 

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原訂九月四日第 1788 次例會，提前至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時舉行板橋扶輪社 

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線上聯合例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內捐贈扶輪移動式正壓篩檢站已於七月七日架設於高雄邱外科醫院，原訂經費為社友 

自由募捐二十萬元，是否改由社內支付。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是否安排參觀惜食台灣行動協會-惜食廚房，瞭解弱勢族群供餐服務計劃。請討論。 

決  議：邀請惜食廚房人員至社內演說，社內也捐贈經費二萬元響應此計劃。 
 

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9月 3日(星期五)16:30 註冊 、17:00 開會 

地點：海釣族餐廳 

參加：徐明偉 P.Benson、許家榮 S.Will 

 

2021-2022 年度中華扶輪獎學金已經開始受理申請 

一、獎助對象：就讀於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二、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八萬元。 

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三萬五千元。 

三、申請日期：申請人於 202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連同相關證明

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或就學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 

四、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獎助。 

(1)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支付學費，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者。 

(2)在學成績優良，年齡三十五歲以下。 

(3)設籍在各扶輪地區或就學地區。 

(4)非扶輪社員(包括名譽社友)子女。 

(5)非在職進修者為原則。  

(6)承諾本筆獎學金不得挪為他用。 

(7)經由各地區扶輪社申請與取得推薦。 

(8)每一扶輪社以推薦一名學生為原則。但在 202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前捐款

（含認捐承諾）每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得增加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乙名，每超過新台

幣十五萬元得增加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乙名，捐款愈多，優先推薦名額愈多。冠名捐

款比照上述規定，（唯不受戶籍和就學所在地區之限制）。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八日 

第 178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四日 

第 1788 次例會 

為「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 ZOO 視

訊聯合例會」例會提前至 8月 31 日(星期二)

舉行。 

時  間：8月 31 日(星期二) 

10:00 聯誼 

10:30 鳴鐘開會 

12:00 鳴鐘閉會 

主講者：財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謝金河先生  

講  題：疫情撞擊下的世界新局-全球與 

台灣經濟趨勢與展望 

會議 ID：5473668865 

密  碼：rid3490 

 

節目預告 

九月十一日 

第 1789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9月 12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爐主：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邱明政、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 

林振哲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21 日 第 178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Jason、Kay、Kenny、Leo、

Stone、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Jimm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21 日 第 178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08,100 

Al 1,000 Land 1,000 

Benson 5,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Oki 2,000 

Dental 1,000 Otoko 1,000 

Eric 3,000 Roberta 1,000 

Frank 1,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Junior 1,000 Tea 1,000 

Just 1,000 Will 1,000 

小計：    $25,000 總計：      $333,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45,300 

Shige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35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