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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李文良 社友(39.11.30)Skin 
曾金川 社友(68.11.30)Construction 
楊東卿 前社⻑夫人(11.25)P.P. Torque 夫人 
陳主義 社友夫人(11.30)Truck 夫人 
蕭錦聰 前社⻑夫⼈(12.01)P.P. Glu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洪國恒 社友(84.11.23)Nick 

廖淑雯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 鄭俊彥 社友(73.11.24)Art 

古孟鑫 女士(結婚三十四週年紀念日) 
♥ 張立昇 社友(85.11.29)Max 

李玲儀 女士(結婚二十二週年紀念日) 
♥ 陳金富 社友(63.12.01)Food 

陳戴秀香 女士(結婚四十四週年紀念日) 
♥ 楊東卿 前社⻑(61.12.02)P.P. Torque 

楊鍾和妹 女士(結婚四十六週年紀念日) 
♥ 江能裕 社友(78.12.03)Family 

高麗華 女士(結婚二十九週年紀念日) 
♥ 紀清田 前社⻑(64.12.05)P.P. Apple 

紀劉秀霞 女士(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社區服務- 
中山國小課後傳統藝術教學計劃 

時間：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7：50 

地點：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長、P.P.Torque、I.P.P.Gas、 

Stone 祕書、Truck 社區主委、Nick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陳文彬 

社  名：Vincent 

出生日期：1976.05.19 

籍  貫：台灣 雲林 

職業分類：家醫科 

通訊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 40 號 

電  話：0978-081-676 

夫人芳名：何承芳 

夫人生日：7 月 5 日 

結婚週年紀念日：2005.05.13 

入社介紹人：詹智民、羅浚洹 

指定用途捐款 

邱建明社友 大成國小清寒學童課後 

 輔導費用 陸萬元 

邱性利社友 板橋社獎學金永久基金 

  壹拾萬元 

P.P. Kai 夫人 11 月 24 日春扇流日本

舞踊慈善義演暨襲名式典演出圓滿

成功！ 

賀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無人飛行系統的創新應無人飛行系統的創新應無人飛行系統的創新應無人飛行系統的創新應
用與發展用與發展用與發展用與發展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正方 董事長 

 

 

 

 

 

 

 

 



 

 

 

  

時間：107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席：阮良雄  社長    紀錄：張泰西  秘書 

出席：阮良雄、林傳傑、陳瑤國、張泰西、 

陳福源、楊東卿、張瑞仁、林當隆、 

鄭錦玉、張  凱、何溪泉、汪俊男、 

程萬全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五二○一陳文彬君入社案，提請通

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有關本地區 2021-22 地區總監提名候選

人，本社推薦張瑞仁前社長參選，提請

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花絮 時間：11/17(星期六)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社區服務~捐贈瑞芳區瑞濱國小辦

理課後管樂社團計劃    107.11.15 

瑞濱國小今年度學生共 107 位，其中高達 25
位學生參加課後管樂社團，佔學生比例約 25%，
當天同學們展現努力練習的成果與藝術天分，帶
來⼀系列耳熟能詳的卡通主題曲，哆啦 a 夢、風
中奇緣、櫻桃小丸子，從音樂中學習，為國小生
涯留下美好又精采的回憶。 

是日由 Wireless 社⻑帶領 P.P.Lawyer、
Michael 社⻑當選⼈、Life 副社⻑、Truck 社區
主委、Construction 社友共同參與此項具有義意
之社區服務。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捐贈恆春基督教
醫院弱勢學童課後輔導班計劃 

時間：10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上午 9：30 報到 10：00 開始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長、Stone 祕書、 

Truck 社區主委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臺北港是位於台灣北部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個國際商港，其定

位為基隆港的輔助港，但面積比基隆港還大。其中的貨櫃碼頭是

由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於2003年8月28日與政府簽訂50

年經營權的BOT案。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2，總面積占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中的18公頃。並配合

政府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境內關外」的運作模式，於 2005年9月正式通過成為「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取得臺灣第一張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執照。 

 

「高得貿易有限公司」，高得石業經營團隊，於2003年成立，專營

各類大理石、花崗石材批發。高得石業以「誠信」為經營宗旨，特別重

視高品質石材，講求優質與高效率服務，在公司團隊努力的經營下，已

在業界建立了良好的聲譽，並深受客戶群的信賴與肯定。 

◎感謝Stone祕書贈送職業參訪與會社友大理石紙鎮乙只。 

 

職業參訪-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東立物流 

台北港貨櫃碼頭、高得貿易有限公司 時間：107.11.22 



 

 

桃園縣忠烈祠前身為日本人所建的桃園神社。於1938（昭和13）年9月23日舉行鎮座祭，除了奉

祀和台灣神社相同的造化三神、能久親王外，加祀掌管五穀豐收的豐受大御神以及明治天皇，並於大

戰末期升格為縣社。日本時代台灣總共建造了近200座大大小小的神社，台日斷交時，政府發布『清

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統治紀念遺跡要點』，明白指示「日本神社應即徹底清除」，

全台各地的大小神社在此法令之下大多被損毀，目前僅有桃園神社被完整保留。 

 

 

 

 

   

   

   
 

第二次爐邊會議花絮 
時間：107.11.25 地點：朋派自助餐廳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Banker,Care,Frank,Food,Golf,Infinity, 

James Kao,Land,Ortho,Stock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羅正方 董事長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25,250 

Jia-Pin 第二期 4,250 

Tiger 第二期 4,250 

Franklin 第二期 4,250 

Family 第一期 6,250 

Family 第二期 6,250 

Lawyer 第二期 6,250 

Lucky 第二期 6,250 

Base 第一期 4,250 

Construction 第二期 4,250 

Glue 第二期 4,250 

Care 第二期 4,250 

Miller 第二期 4,250 

Smile 第二期 4,250 

合計  63,250 

累計  NT$588,500 

一般捐款 

Book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Bank 1.生日快樂 2.夫人生日快樂 2,000 

Nick 生日快樂 2,000 

合計  NT$5,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1.歡迎日本和歌山社豐田 2,000 

國際主委 2.買時間 

Shi-Lo 歡迎主講老師羅董事長 1,000 

Apple 

歡迎日本和歌山社豐田國

際主委及主講老師羅董事

長 

1,000 

Terry 11/11 生日快樂 1,000 

Smile 11/21 生日快樂 1,000 

Wine 11/9 生日快樂 2,000 

Jamie 

迎迎和歌山社 TOYODA 來

訪，感謝他在板橋社訪問

時接待 

1,000 

Johnny 11/14 生日快樂 1,000 

Infinity 11/22 生日快樂 1,000 

James Kao 11/22 生日快樂 1,000 

Art 11/12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Duke 11/2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Printer 11/23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ervice 11/1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Ocean 11/20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Charles 11/2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18,000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700 例會 

                        107 年 12 月 06 日 

●主講人：天來創新集團 陳來助 董事長 

●講題：大健康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9 例會 

                        107 年 11 月 29 日 

●主講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 

系教授 呂良賜 博士 

●講題：於北科大在催化，特殊材料及相關研 

究之報告及展望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