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1 日  第 1441 次例會 

 

 本次例會為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

會假新北市農會舉行。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

橋東區扶輪社兩社主辦。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孔亮 Light 鳴鐘開

會、致詞。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賴建男 Otoko 致詞：首先

感謝各位社友熱情參與聯合例會，今日我們邀

請到保肝戰士許金川教授蒞臨演講，相信大家

對國病「肝病」的防治與治療必獲益良多。 

 板橋北區扶輪社聯誼 Trust、板橋東區扶輪社

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董

事長許金川教授、地區總監洪清暉D.G.Ortho、 

前總監洪學樑 P.D.G.Carbon、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前總監李進賢P.D.G.E.N.T.、 

地區秘書王銘聰 D.S.Pioneer、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李昌雄 A.G.Long-Life、第二分區地區副

秘書楊東卿 D.V.S.Torqu、板橋扶輪社社長

Alex 暨全體社友、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Light

暨全體社友、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Otoko 暨全

體社友、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Gary 暨全體社

友、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Teacher 暨全體社

友、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當選人 Aki 暨全體社

友、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Ming 暨全體社友、

第五分區助理總監李美慧 A.G.Vicky、基隆西

北扶輪社陳進福 P.P.Life、三重東區扶輪社

黃火木 P.P.Wood、3490 地區網路扶輪社黃俊

欽 P.P.Justin、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Paulin、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總監黃婉

瓊小姐、公關主任陳曉萍小姐、主任綦淑倩小 

姐、執行秘書薛青妍小姐蒞臨。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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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你

好嗎?」、「這是咱的扶輪社(爵士版)」。 

祝福七扶輪社本週壽星，生日快樂! 

祝福七扶輪社本週結婚週年者，結婚週年紀

念快樂! 

 地區總監洪清暉 D.G.Ortho 致詞。 

 板橋北區扶輪社代理秘書鄭明煌 Sony、板橋

東區扶輪社秘書章明仁 Duval 報告： 

(1) 感謝主講者許董事長致贈全體與會社友

「遠離肝苦很簡單」書集、「好心肝」

雜誌。 

(2) 板橋扶輪社：一月份高爾夫球賽，謹訂

於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假長庚

高爾夫球場舉行。 

(3) 板橋北區扶輪社一月十六日(星期五)中

午例會邀請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神經外

科主治醫師 龍威任醫師演講「脊椎疾病

治療與保養」敬請社友踴躍出席，會後

召開一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留步。 

(4) 板橋東區扶輪社一月份高爾夫球友誼

賽，謹訂於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中午

十二時假大溪鴻禧球場舉行。社長 OTOKO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當晚六時三十分假

土城擔仔麵餐廳舉行歲末聯歡晚會。 

(5) 板橋南區扶輪社第二分區社長、秘書聯

誼會，謹訂於一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

四時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敬請本

屆、下屆 AG、DVS、社長、秘書準時撥冗

出席。 

(6) 板橋西區扶輪社原訂一月十九日(星期

一)歡迎兄弟社行程改至下午三時三十

分假土城阿默蛋糕店享用下午茶，晚間

六時假上海銀鳳樓舉行第1106次例會暨

第三次爐邊會女賓夕。歡迎各位 PP.社友.

寶眷一起到土城阿默迎接宜蘭南區兄弟

社! 

(7) 板橋中區扶輪社三女社聯合例會，謹訂

於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中午十一時五十

分報到假雲林鵝肉城海鮮餐廳舉行。邀

請方蘭生教授，演講「情緒管理」，敬

請社友踴躍出席並穿著本屆制服。 

(8) 板橋群英扶輪社 2014-15 年度群英盃羽

毛球賽及第三次爐邊會，謹訂於一月二

十四日(星期六)舉行，羽球賽地點在雙

園國中，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中

午於雲林鵝肉城用餐，歡迎社友寶眷踴

躍參與。 

 板橋東區扶輪社代理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

告，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出席

情況。 

應 出 席：384 位  出  席：194 位 

缺    席：116 位  出  國：56 位 

免計出席：18 位   出席率：70% 

 板橋北區扶輪社 P.P.David 介紹主講者。 

遠離肝苦很簡單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董事長 許金川教授 

肝病是國病，需要大家認真面對！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肝癌是全國人口的第二

大癌症死因，卻是男性第一大殺手；另外，慢性

肝病及肝硬化，居第八大死因。由此可見，如何

預防、治療肝病，進而減少它對國人健康的威

脅，實在刻不容緩。 

事實上，近三十多年來，有關肝病的成因及

治療有很大的進步，例如慢性肝病──肝硬化及

肝癌的主要原因是 B型及 C型肝炎，因此，避免

感染 B型及 C型肝炎，得肝硬化及肝癌的機會就

很少。B型肝炎有疫苗可以注射，以產生抗體。

有了抗體就不怕 B型肝炎的感染；萬一有了 B型

或 C型肝炎，目前也有藥物可以治療，可以避免

走向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的不歸路。此外，

透過定期抽血檢查血液中甲種胎兒蛋白及腹部

超音波檢查，肝癌可以及早期發現及早治療，癒

後良好。 

然而，由於國人大都缺乏正確的保肝知識，



很多病人來求醫時已經是肝病末期，醫治困難；

也有不少病人一聽到自己罹患肝病，往往不知所

措，無法理解自己為何得病，也不知道得肝病

後，該如何對抗、積極治療，以致於不少人道聽

塗說，誤把錯誤的保肝訊息當成至理名言，原本

有治癒的機會，竟因此蹉跎浪擲，甚至丟掉寶貴

的生命，令人遺憾。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在民國八十三年成立

了。我們除了積極鼓勵肝病學術研究外，對宣導

肝病正確知識更是全心盡力，不遺餘力，包括定

期發行肝病防治會刊，設立肝病諮詢專線；更在

全國各地走透透，上山下海，舉辦許多場免費肝

炎篩檢及肝病防治講座，就是為了消滅國病、傳

遞正確資訊給國人。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孔亮 Light、板橋東區 

扶輪社社長賴建男 Otoko 代表新北市第二分 

區七扶輪社致贈許董事長車馬費。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社長分別代表各社 

致贈小社旗與許董事長，感謝精湛演說。 

 板橋北區扶輪社致贈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 

基金會醫療設備金五十五萬元。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賴建男Otoko鳴鐘閉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1月 11 日(星期日)13:00                                 地點：新北市農會 

 

 

 

 

 

 

 

 

D.G.Ortho、D.S.Pioneer、A.G.Long-Life、D.V.S.Torque、七扶輪社社長與許董事長合影 

 

 

 

 

 

 

 

 

  

社長 Otoko 與板橋北區社代表致贈許董事長車馬費 

 

 

 

 

 

 

 

 

                                       聯誼 P.P.AL、秘書 Duval、代理出席 Junior 表現優異 



本週節目 
一月十七日 

第 144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社友 

 主  講  者：中福國際副董長 黃清晏先生 

 講      題：如何再造台灣競爭力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四日 

第 144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周正義 社友 

 主  講  者：龍雲保全機構總經理  

孔繁文先生(板橋社 Johnny) 

 講      題：扶輪公益網點亮新希望-扶輪 

愛心資源媒合平台說明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社友(51.01.18) 

邱仁賢社友(36.01.23)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42.01.2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社友(90.01.17)14 年 

陳萬祥社長當選人(103.01.19)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 01月 11日   第 144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Herbert、Jason、 
Kevin、Lawyer、Tiger、Toms、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ing 

2015-2016 年度地區引導人訓

練會暨扶輪知識研習會 

時間：1月 31 日(星期六)09:30 報到 

地點：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基隆市祥豐街 246 號） 

參加：劉炳華、李榮鏗 

 

2014-2015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

金頒獎典禮 

時間：2月 7日(星期六)12:00 

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65 號) 

參加：郭道明伉儷、葉進一伉儷、賴建男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 

公告調整部份分區所屬扶輪社別。 

說 明： 

一、 參照國際扶輪(RI)有關助理總監(AG)職 

責建議案：每一助理總監以服務 4-6 扶輪

社為原則。 

二、新北市地區新增第八分區，由三重三陽 

社、三重千禧社、三重百福社、新北光耀 

社（臨時社）組成，於 2015-2016 年度開 

始，依新分區推廣扶輪。 

三、鼓勵已達七社以上分區，積極籌劃分區事 

宜，以光耀扶輪。 

第五分區 第八分區 

三重中央社 三重三陽社 

三重南區社 三重千禧社 

三重南欣社 三重百福社 

三重泰安社 新北光耀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