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中秋節佳節愉快!】 

中秋的由來，因為農曆的七、八、九三個月稱為「三秋」，而八月在秋季的中間，

十五號又正好是月圓之時，所以就稱為「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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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姓名：黃星惟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碩士班 

社友姓名：黃伯堯 Jack 

2. 

考生姓名：邱奕涵先生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中和高中 

社友姓名：邱明政 Masa 

3. 

考生姓名：陳依琦小姐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開南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社友姓名：陳偉信 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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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9 月 08 日   第 1319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亞東醫院整形外科醫師黃慧夫先生、社

長 Land 夫人顏美淑女士、P.P.George 夫人李

林素英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

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Stainless

夫人潘素文女士 

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Justice，生日快樂! 

祝福 Jerry、P.P.Stock、Handsome、Aero，

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感謝P.P.Smile致贈全體社友中秋月餅。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九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社區服務-十七社世界清潔日，謹訂於九

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土城堤防

道外浮洲橋下舉行。 

(4)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金榜題名者，

請告知余 s以利 安排各項事宜。 

 P.P.ENT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慧夫先生 

學歷：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曾任：台大醫院整形外科住院醫師 

台大醫院整形外科總醫師 

現任：亞東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9A 病房主任 

粉瘤不可輕易忽視 

  

 

 

 

 

 

 

 

 

 

 

亞東醫院整形外科醫師 黃慧夫先生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人體的皮膚組成包

括表皮層、真皮層、以及皮膚相關附屬構造。『表

皮囊腫』是皮膚最常見的良性腫塊之一，其主要

的成因是表皮細胞生長於深層的真皮層內，形成

一個囊袋狀的腫塊。在這個囊袋的內容物常常含

有表皮細胞分化的角質成分，或是混合著皮脂分

泌物，形成類似粉漿狀的物質，因此表皮囊腫又

有一個俗名，叫做『粉瘤』。 

 表皮囊腫好發於臉部、脖子、後背、四肢、

及會陰部，多見於成年人，小孩子則少見。有些

研究指出，臉部多發性反覆發生的表皮囊腫，可

能與抽菸、熬夜、空氣汙染、以及油膩或刺激性

食物有關。表皮囊腫的臨床症狀，通常是患者無

意中摸到一個稍具彈性的小腫塊，幾乎沒有壓痛

的感覺。典型的表皮囊腫生長於真皮層，在皮膚

表面形成微微隆起的腫塊，仔細觀察該處的皮膚

顏色會稍微呈現灰黃色，皮膚的中心點通常可以

發現一個黑色小孔。有時候稍稍擠壓腫塊，粉漿

狀的內容物會從黑色小孔流出來，有乳酪樣酸敗

的異味。偶爾一些非典型的表皮囊腫，臨床表現

則不盡相同，也容易造成診斷上的混淆。 

   當有細菌入侵感染，造成表皮囊腫發炎的現

象，會引起周圍皮膚紅、腫、熱、痛等症狀，也

會出現膿包，病患會感到相當不舒服。當囊腫產

生感染發炎，不但增加治療的困難度，也容易會

在身上留下疤痕。嚴重感染發炎的表皮囊腫，除

了造成蜂窩性組織炎，甚至有引發敗血症的危

險，不可輕易忽視。  

   因為表皮囊腫是一種良性腫瘤，一般而言，

小顆無症狀的表皮囊腫，是可以接受保守治療，

觀察及追蹤即可。如果大顆的表皮囊腫，生長快

速，影響外觀，就建議病患接受外科切除手術，

才能完全根治。若僅做單純的引流，打針注射類

固醇，或是塗抹藥膏，則無法徹底根除，日後一

定會再度復發。至於感染的表皮囊腫，需要同時

接受抗生素治療，控制局部組織發炎，再合併表

皮囊腫切除手術，才可以徹底根治，避免復發。 

   表皮囊腫的切除手術，通常可以在局部麻醉

下進行，根據囊腫的位置與大小，手術時間大約

是三十分鐘，手術後無須住院，可以恢復正常工

作，不會影響生活。手術傷口的照顧如同其他手

術一樣，傷口暫時不可以碰水，定期門診複查追

蹤及拆線。  

 社長Lan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黃醫師小社

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P.P.Shige、代理糾察 Otoko 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召開會員大會，經與會社友同意，

本社推薦前社長黃文龍先生參加 2015-2016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8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林金結、劉炳華 

吳振斌、黃文龍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6 第 1323 次例會，「中年企業的心臟疾病預防與治療」亞東醫院心臟內科醫師 林俊忠

先生。 

        10/13 第 1324 次例會，秋季旅遊-日月潭大飯店二日遊。 

        10/20 第 1325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10/27 第 1326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是否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金學生。請討論。 

決  議：推薦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張文吉先生。 

第四案：推薦前社長黃文龍先生參與 2015-2016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請討論。 

決  議：經社員大會與會社友同意，並經理事會決議推薦前社長黃文龍先生參與總監提名候選人。  
 

台灣七地區歡迎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 TRF Trustees Chair Wilf  

Wilkinson 訪台歡迎晚宴 
凡是 2012-13 年度新的巨額捐獻人(本年度已捐款或承諾捐款 US$10,000 及累積捐款達美金一萬

元皆可算入)及阿奇可蘭夫協會新會員(已捐款或承諾捐款者皆算)將於歡迎晚宴中接受表揚 

晚宴時間 : 201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17:30-18:00 註冊與聯誼 / 18:00-21:30 晚宴 

晚宴地點 : 台北市王朝大酒店 2樓國際大會堂(台北市敦化北路 100 號) 

參加人員：謝堂誠、郭祐福、劉炳華 

 

2012-2013 年度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活動辦法 

召集具有領袖特質的優秀青年參加 2天 1夜野外訓練課程，培養青年領導及危機處理才能，並訓 

練負責任、重榮譽之優越特質，為國家培育菁英領袖，進而熱心參與扶輪家庭，落實社區服務。 

活動時間：2012 年 11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 

活動地點：花蓮鯉魚潭國際露營區（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二段 90 號 電話:03-8641913） 

參加對象：18-30 歲優秀青年。 

參加人數：每社得推薦 4位優秀青年，若超過四人以上，每名再增加 5000 元報名費。 

報名方式：學員及社友填寫報名表乙份，學員並繳交 200 字自傳乙篇及檢附二吋照片乙張， 

經由推薦之扶輪社，將以上資料 E-mail 寄交總監辦事處。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05 日止。 

活動經費：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新世代服務計畫”經費，由地區統籌辦理。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二日 

第 1321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

榜題名者」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九月二十三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麵餐

廳舉行。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九日 

第 1322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10.03) 

 謝鑫浩社友夫人(09.2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陳偉信社友(09.28)26 年 

林同義前社長(10.01)34 年 

葉進一前社長(10.02)41 年  

李榮鏗前社長(10.04)30 年 

賴建男社友(10.04)16 年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

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2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爐主：游章杰、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 

郭祐福、劉炳宏、黃伯堯、周正義 

許國騰、吳得利、賴建男、林金結 

李榮鏗、林同義。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9月08日   第131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Decor、Dental、 
Frank、Herbert、Jason、Jerry、Jeremy、 
Kevin、Life、Main-Long、Master、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Hero、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9月08日   第1319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334,000
Gary 1,000 Otoko 1,000
Handsome 2,000 Roberta 1,000
Investor 2,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tainless 1,000
Justice 2,000 Stock 3,000
Land 5,000 Sun-Rise 1,000
Lobo 2,000 Wood 1,000
Masa 1,000  
小計：      $25,000 總計：    $359,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79,000
Frank 5,200 Stock 10,200
Investor 5,200  
小計：      $20,600 總計：     $299,600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日期：10 月 4 日(星期四) 

行程：08:30 文化路馥華飯店 

        09:00 四川路社館 

        10:00 南僑觀光工廠 

        14:00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研究所 

        15:30 八里垃圾焚化廠 

備註：當日社內有準備早餐、礦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