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4 日  第 1849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板橋

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

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

社、新北光暉社)，中午 11 時假台北新板

希爾頓宴會樓二樓如意廳舉行，此次由板

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主辦。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長劉晁至 Eric 鳴鐘

開會。 

 板橋北區扶輪社聯誼陳春長 Bed、板橋東

區扶輪社聯誼張正鳴 P.P.Jason 主持聯

誼活動。 

介紹貴賓、友社社友，主講者/台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先生、董事長秘書洪玉娟小

姐、助理楊佳純小姐、前景順投信投資長

石正同先生、地區總監 D.G.Paul、地區

公共關係長 P.P.Dragon、P.D.G.Carbon、

P.D.G.Syo-Tei 、 P.D.G.E.N.T. 、

P.D.G.Victor 、 P.D.G.Ortho 、

I.P.D.G.Wood 、 A.G.Dental 、

D.V.S.Michael、板橋北區社社長 Eric 

暨社友代表、板橋東區社社長 Dental 暨

社友代表、板橋社社長 Service 暨社友代

表、板橋南區社社長 Paul 暨社友代表、

板橋西區社社長 Star 暨社友代表、板橋

中區社社長 Vivi 暨社友代表、板橋群英

社社長 Aaron 暨社友代表、新北光暉社社

長 Monga 暨社友代表、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先生、新北市和平社 P.P.Megan、新莊南

區社P.P.Paula、三重千禧社P.P.Maggy。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

你好嗎?」、自選曲「行棋」。 

祝賀本週生日、結婚週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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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長劉晁至 

P.Eric 和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吳晉福

P.Dental 致歡迎詞，很高興在疫情趨緩

期間能主辦召開八扶輪社實體聯合例會。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Paul 致詞，很高

興能參加八扶輪社聯合例會並且聆聽到

台灣最具代表性建築物台北 101 董事長

張學舜專題演講。 

 板橋東區扶輪社前社長江基清P.P.Al介

紹主講者台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先生資

簡… 

曾任中華民國第 4、5屆立法委員、臺灣

省議會議員等職。中華投資董事長任內，

大力扶持投資中華精測，幫忙公司定位

及業務成為前瞻公司；2016 年中華精測

股價新臺幣上千元，成為上櫃公司股王。

此外，曾任誠品書店監察人，監督誠品公

司治理與管理，協助誠品為知名文創商

場及文創品牌。2016 年 9 月 12 日接任

圓山大飯店董事長。2018 年 9 月 3 日，

接任台北 101 第 5 任董事長。 

打造台北101成為台灣當代

文明地標 

 

 

 

 

 

 

 

 

台北101董事長 張學舜先生 

台北 101 台灣天際線 

台灣歷經近代百年的演變與發展，既有東方

的儒、釋、道文化價值，也有西方文明的現代

商學、科學、民主法治、人文美學等元素，如

今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下，形成了代

表台灣社會獨有的當代文明，而台北 101，正

是體現這個獨有價值的指標場域，打造台北

101 成為「代表台灣當代文明的地標」＆「生

活美學場域」。 

台北 101 體現當代文明的場域 

台北 101 位於台灣商業化程度最高、百貨公

司最密集的台北信義商圈，每年舉辦的跨年

煙火、垂直馬拉松賽，都是國際矚目盛事，一

年更有超過 200 萬人次的觀光客到此旅遊、

購物或過年。 

透過頻繁的策展，希望台北 101 除了是最高

建築外，還能在很多角落展現人文、藝術、時

尚和創意等元素，打造出空間美學、空間氛圍，

讓台北 101 成為富有溫度、氣氛與活力的生

活美學場域，創造出當代台北、當代台灣最好

的意象，讓台北 101 成為行銷台灣大使。 

外牆點燈 建築與市民的對話  

台北 101 相當著名的，還有與城市相互映照

的「外牆點燈」。2005 年 4 月 19 日，台北 101

的外牆以燈光打出質能互換公式 E=mc²，慶祝

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 100 週年；外牆也曾開

放民眾許下新年願望，並感謝新冠肺炎的防

疫英雄。每一次外牆點燈的主題，不論是歡慶

節目，或是撫慰人心、向英雄致敬的簡單話語，

都像是建築與市民的對話，除了帶來好的宣

傳效果，也傳遞台北 101 與市民同在的理念。 

隨著跨年活動的到來，過去兩年，人類受疫情

影響，隨著全民自律守序配合政府防疫下，疫

情漸露曙光，社會逐步恢復正常運作，人類即

將迎接充滿希望的美好未來。 

台北 101 以「迎向美好未來」為主題，規劃歷

年規模最大的「新年驚豔 101」雙跨年季系列

活動，透過當代的美學策展與藝術裝置，邀請

大家走入這個結合人文、藝術、時尚、創意，

代表台灣當代文明與生活美學的地標，期望

帶給大家歡慶、熱鬧、幸福的感受。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長劉晁至 Eric Liu

和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致張董事

長紀念品，感謝其精湛演說。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分別致

贈張董事長小社旗。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吳晉福P.Dental鳴

鐘閉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11:0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樓如意廳 

 

 

 

 

 

 

         兩社聯誼 Bed、P.P.Jason                     節目介紹人 P.P.Al 

 

 

 

 

 

 

 

 

兩社社長 Eric、Dental 代表致贈紀念品          八社社長分別致贈張董事長小社旗 

 

 

 

 

 

 

 

 

 

與會社友、夫人合影留念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11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1：00 報到、11：30 攝影開球(午球) 

地  點：大溪高爾夫球場(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03-387-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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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 黃俊哲 Tetsu 新北市議員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09: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 30 號 

 

 

 

 

 

 

 

 

 

 

 

 

 

 

 

 

 

 

 

 

 

 

 

 

 

社長 Dental 率領社友寶眷一同前往加油打氣! 

 

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譜寫青春樂章 

時間：11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6:30 入場(建議提前到場)、7:00 準時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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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爐邊會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感謝第三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與會人員      預祝社友 Tetsu 高票連任新北市議員 

 

 

 

   

 

 

 

 

 

預祝 P.P.Stock 姪女劉美芳高票連任新北市議員 預祝 P.P.Stainless 高票連任新北市議員 

 

  訃告 

前總監 郭道明(P.D.G.Trading)尊堂郭李陳陣老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清晨壽終內寢，享嵩壽 100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靈堂設立：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79 號 17 樓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活動 

時間：11 月 27 日(星期日) 

08:00 報到、領取早餐 / 09:30 團康活動、趣味競賽 / 12:00 用餐、摸彩 

地點：中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二樓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85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昭揚 P.P.James 

主  講  者：藝術家 陳彥旭先生 

講      題：非典型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九日 

第 1851 次例會 

【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二日

遊】 

程序： 

11 月 19 日(星期六) 

07:15~ 板橋火車站 B1 高鐵入口處集合 

領取早餐、車票 

07:59~ 板橋高鐵站出發  

09:45~ 奇美博物館 

12:45~ 午餐~周氏蝦捲國宴餐 

14:30~ 安平樹屋+英商德記洋行 

15:40~ 安平港遊船(安平夕陽) 

17:00~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CHECK IN 

18:00~ 晚餐~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享受度假設施(健身房、游泳池、三溫暖) 

11 月 20 日(星期日) 

11:00~ 臺灣船園區/鄭成功仿古船  

12:15~ 午餐~慶平海產 

14:30~ 十鼓文化村 

17:45~ 台南高鐵站 / 晚餐-便當    

19:47~ 抵達板橋高鐵站 

 

賀 

社友 翁仁禮(Leo)伉儷 
10 月 28 日喜獲麟兒 

 

 
 
 

敬祝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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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49.12.01)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張春和社友夫人(51.11.20)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65.11.23)46 年 

張正鳴前社長(74.11.24)37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20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  第 1849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Enzo、Frank、Jimmy、 

Kay、Mars、Otoko、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 第 1849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14,850 

Andy 6,450 Stock 6,450 

Fuku 6,450   

小計：    $19,350 總計：     $534,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