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中秋佳節愉快!】

賀~金榜題名 

1. 

考生姓名：劉雅蘭小姐 

4.

考生姓名：李儒奇先生 

稱    謂：千金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新生醫專 考取學校：台灣大學法律系 

社友姓名：劉孟賜 Bright 社友姓名：李水日 P.P.George 

2. 

考生姓名：林柏峯先生 

5.

考生姓名：邱麗心小姐 

稱    謂：孫子 稱    謂：孫女 

考取學校：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 考取學校：美國辛辛那提醫學院碩士班 

社友姓名：郭祐福 P.P.Fuku 社友姓名：邱明政 P.P.Masa 

3. 

考生姓名：林姿妤小姐 

6.

考生姓名：邱奕淳先生 

稱    謂：孫女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北一女中 考取學校：交通大學外文系 

社友姓名：郭祐福 P.P.Fuku 社友姓名：邱明政 P.P.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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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23 日  第 1421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主持： 

歡迎主講者 双大安 眼明眼科中心院長王孟

祺先生(台北仁愛扶輪社社友 Bryant)、協

理楊凱婷小姐、板橋扶輪社社長劉紹榮先

生、前社長薛銘鴻先生、社長當選人王經祿

先生、秘書高建順先生、社友陳志誠先生、

陳福源先生、邱馳翔先生、郭子進先生、曹

永央先生、張泰西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長黃嘉瑩小姐、秘書周忠治先生、

前團長孫孝儒先生、團員謝準提先生、尹鈺

茹小姐、鄭積浩先生、童建銘先生、張以柔

小姐、領唱江柔穎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Lawyer、Jason，生日快樂! 

 板橋扶輪社社長 Alex 很高興來貴社訪問，

也感謝貴社 P.P.Smile 致贈本社來訪人員

中秋月餅禮盒。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黃嘉瑩小姐

代表團員敬祝 Uncle 中秋佳節愉快也感謝

Uncle 和 Auntie 努力幫扶青團推薦優秀人

才。 

 秘書 Duval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致贈全體社友中秋月

餅。 

(2) 感謝 P.P.Wood 兒子宏品冷凍水產公

司，午餐提供鱈魚、麵線蝦讓大家享用。 

(3) 下週六例會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

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故延至八月三

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三樓舉行例會。 

(4) 板橋東區扶輪社高爾夫球隊，謹訂於八

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一時假立益球

場舉行。敬邀全體社友寶眷參與球敘。 

 前社長 P.P.ENT 介紹主講者： 

姓名：王孟祺先生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台 

灣大學管理碩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系學士 

双現任：大安 眼明眼科中心院長、LensAR 

飛秒無刀白內障屈光手術顧問醫師 

、亞培眼力健台灣區白內障屈光醫 

療顧問醫師、愛盲協會副秘書長 

曾任：前台北市立陽明醫學眼科主任、前台 

北市立陽明醫學屈光雷射中心主 

任、斯里蘭卡白內障手術義診醫療 

團、日本國立山口大學眼科部角膜專 

科研修、美國白內障與屈光手術醫學 

會員、參與各類國內外義診活動 

榮譽：2009 商業週刊推薦眼科優良醫師、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白內障手術現 

場示範醫師。 

白內障~開啟視力的新生命?? 

  

 

 

 

 

 

 

 

 

 

 

 

双大安 眼明眼科中心院長 王孟祺先生 

白內障是許多中老年人共有的眼疾，據統計，國

人 60 歲以上的白內障罹患率高達 8成，而且有

逐漸年輕化的趨勢。有些患者認為，白內障要等

到「成熟一點」才適合就醫。這是不正確的觀念：

目前已有飛秒無刀雷射技術，透過電腦精準定位

及切割，短時間內即可完成白內障治療。若發現

患有白內障症狀，應儘速就醫，以免影響黃金治

療期。 

『什是白內障』 

眼睛的水晶體，能幫助將光線聚焦在視網膜上，

形成清晰影像，但隨著年齡增加，水晶體會逐漸

產生混濁、硬化，使光線被遮住無法聚焦，即使

戴眼鏡也看不清楚，這就有可能是白內障。因此

對於白內障患者來說，首要之務便是改善水晶體

混濁的症狀。 

『白內障的治療方式』 

隨著醫療儀器技術的發展，大幅提升白內障手術

的治療。傳統的白內障手術中，醫師會以人工切

割的方式，在眼白和黑眼珠的邊緣製作傷口，進

入眼內在水晶體前囊袋上做出一個圓形造口，經

由這個造口使用超音波乳化術抽出混濁的水晶

體後，再將人工水晶體植入。 



此圓形造口是否對稱、居中，以及形狀大小是否

精確，會影響人工水晶體的穩定度，而這正是白

內障手術相當重要的關鍵。過去白內障手術只能

仰賴醫師的手感，然而即便再有經驗的醫師，也

難以保證切割過程精準零誤差。若切口位置或形

狀稍有偏差，水晶體在眼內長期穩定的效果也會

受影響。 

『最新最安全的飛秒無刀白內障手術』 

目前最新的「飛秒無刀雷射」，屬於免動刀的手

術，飛秒雷射光取代傳統人為操作手術刀。透過

3D 立體斷層掃描，能預先判斷水晶體的中心點位

置，再由雷射光刀做切割，精準度高、誤差極小，

大幅提昇植入人工水晶體後的穩定性，而且只要

3分鐘即可完成。比起以往的傷口使用人工切割

方式，飛秒無刀雷射切開的傷口結構更為緊密，

因此癒合速度更快，並降低細菌感染的可能性。

此外，由於電腦切割的大小一致，術後也不易產

生散光問題。 

『人工水晶體的選擇』 

白內障手術將原有混濁的水晶體移除後，需再植

入新的人工水晶體，植入的人工水晶體可讓光線

重新聚焦在視網膜上，解決視力模糊問題。以往

植入的多半是單焦點人工水晶體，只有一種度

數，雖然看得清楚遠處，但還是需要戴老花眼

鏡，才能獲得較佳的近距離視力，對患者來說術

後的生活依然不方便。經過多年的改良演進，目

前的人工水晶體已改為多焦點人工水晶體為主

流，除了能解決白內障問題，也可同時矯正原有

的遠視、近視、散光等屈光異常，並且同時解決

老花眼、白內障的問題，只需進行一次手術，就

能達到視力清晰，生活便利的視力品質。 

有白內障症狀的患者，應儘快就醫，進行詳細的

術前評估檢查，減少因拖延產生的可能併發症，

或影響手術的治療效果及加重手術的困難度。人

工水晶體是一次植入，終生使用，選擇適合又可

滿足生活所需的人工水晶體也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建議在手術前與手術醫師充分溝通，讓視力

可以更精準，生活更便利。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小社旗予王院長 

，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出席 P.P.Shige、糾察 Toms 報告本週

社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8月 23 日(星期六)07:00 
地點：自強游泳池(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64 巷 9 號) 

為響應全民運動並推廣身心障礙人士以游泳復建強身，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固定

開班教學身心障礙人士，讓游泳既是健身也是興趣，因此一年一度的「日月潭泳渡嘉年華」是

他們的夢想與挑戰。 

新北市六扶輪社各捐贈 10,000 元，合計 60,000 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剪影 

贊助辦理此項活動讓身心障礙人士可以克服心理障   時間：8月 23 日(星期六)12:30 

礙勇敢走出來，勇敢迎向挫折，努力不懈。         地點：社館 

                                                   
 

 

 

 

 

 
 

社長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本社致贈一萬元    社長 Otoko 與板橋社社長 Alex 互換小社旗 



本週節目 

八月三十日 
第 1422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 

金榜題名」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八月卅一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 
餐廳舉行例會。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洪敏捷、楊耀程、 
郭昭揚、鄭德文、謝堂誠、羅國龍、 
李榮鏗、薛松茂、林順正、陳偉信、 
黃文龍 

 

下週節目 

九月六日 

第 1423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九月十三日 

第 142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葉進一 

 主  講  者：音樂玩家 張林峰先生 

 講      題：音樂與人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8月23日   第142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Bright、Herbert、Kevin、Picasso、 
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Frank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1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8月23日   第1421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33,468
AL 1,000 Master 1,000
Duval 1,000 Otoko  4,0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1,000 Roberta 2,000
First 2,000 Shige 1,000
Gary 1,000 Stock 2,000
George 2,000 Sky 1,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1,000 Tiger 1,000
Jason 2,000 Toms 1,000
Kenny 1,000 Tony 1,000
Land 1,000 Trading 2,000
Lawyer 2,000 Wood 1,000
Life 1,000 板橋社 3,000
Lobo 1,000 王孟祺 3,000
Masa 1,000  
小計：     $45,000 總計：     $278,468

 
扶青團 承上期：   $18,000
AL 1,000 Masa 1,000
Eric 4,000 Otoko 2,000
George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tock 1,000
Jason 1,000 Sky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1,000
Lobo 1,000 Wood 1,000
小計：     $18,000 總計：     $36,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3,900

Duval 7,700 Hero 7,700

小計：      $15,400 總計：     $199,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