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06 日  第 1636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兼安全

衛生室主任 石富元先生、P.P.First 夫人郭

麗玉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P.P.Stock、P.P.Eric、David、Alan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

「情字這條路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月份理事會，屆時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國際服務-與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締

結姊妹社 20 週年紀念暨續盟儀式，謹

訂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十二月二

十三日(星期日)舉行。 

(3).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宣導音樂會，謹訂

於十月九日(星期二)18:00 報到、

18:20 開場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廳

舉行。 

(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舉行，敬請有推薦

員工之社友，務必邀請受表揚員工撥冗

出席。 

(5).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十月二十三

日(星期二)11:30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

行。 

*為統計中午合菜桌數(一桌八千元)， 

敬請社友儘速報名登記。 

(6). 秋季旅遊-羅 却東村 飯店二日遊，目前

報名人數為 106 位，已與飯店做最後確

認，敬請參加人員務必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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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社長劉炳宏 P.P.Hero 介紹主講者： 

姓名：石富元先生 

出生： 53 年 4 月 15 日 

學歷： 台大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 

曾任：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雷根急診中心 

災難醫學研究員、衛生福利部台北區 

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長 

現任： 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兼安全衛 

生室主任 

一些網路流傳的健康資訊，

是對的嗎？ 

 

 

 

 

 

 

 

 

 

 

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兼安全衛生室 

主任 石富元先生 

在你還沒確認前，先考慮要不要危害世人吧。所

有『驚人的事實』、『你一定不知道』……大多是

假的。 

【一個被廣為宣傳的謊言-救命三角】 

美國某自稱搜救專家的人 Doug Copp，聲稱過去

躲在桌下的說法是錯的，要躲在旁邊。此理論引

起廣大討論，結論是這建議是錯誤而且可能造

成危害，他本人也被踢爆並沒有實際救災經驗、

侵吞救災款項等醜聞。台灣公益廣告仍然引用

其理論，在電視上宣傳。 

【地震時該怎麼辦？】 

 

 
 

 

 

臥倒        保護頭部        抓緊 

【錯誤網路健康訊息的可能種類】 

-過時的資訊，沒有更新。 

-過度自信的專業人員所推動的資訊。 

-斷章取義的報導。 

-信仰框架不同，導致無法驗證。 

-惡作劇的報導，被當成真的。 

-惡意的：衝網路流量或點閱率。 

賣藥或是醫療。 

政治或是社會運動目的。 

打擊對手(商業)……。 

【網路健康謠言的特色】 

-常見主題為保健與預防資訊。 

-多數描述一特定行為或食品/用品，沒有精確日

期及地點。 

-最常採用專業說法及親身體驗為佐證。 

-主要目的為注意/警惕、分享新知。 

-三成採用第一人稱描述，半數謠言的主要訊息

源於親友、醫師說法，及本人經驗。 

-最常採用敘事、新聞報導的形式進行敘述，對

收訊者而言感受上較親切且易讀。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石

主任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0 月 6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游伯湖、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周正義、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 

黃健豪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3 第 1640 次例會，「從夢想到創 

業：智慧漁業 4.0 與大數據分析」通 



潤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 劉祐誠先生。 

11/10 第 1641 次例會，「翻轉污水 5E- 

打造「水水」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污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長 傅光維先 

生。 

11/17 第 1642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 

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上午八時假中 

和烘爐地舉行。 

11/24 第 1643 次例會，適逢九合一選 

舉，休會一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是否陳報推薦前社長黃文龍 

(P.P.Wood)參與地區 2021-2022 年度 

總監提名候選人。請討論。 

說  明：九月二十九日社務討論會，例會中與

會社友贊成提名推薦前社長黃文龍

(P.P.Wood)參與地區 2021-2022 年度

總監候選人。 

決  議：通過。 

第四案：12/19(星期三)-12/23(星期日)訪問姊

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五日遊，

爰往例補助參加社友伉儷每位團費三

千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姓名 公司 職稱 年資 優良事蹟 推薦人 

1. 李順益先生 莊大衛髮型有限

公司 

副總 20 在公司 20 年，創造無

數佳績，管理卓越 

David 

2. 周明輝先生 莊大衛髮型有限

公司 

總監 20 20 年教育無數技術人

員，教育投入奉獻 

David 

3. 鍾飛揚先生 DV+hair 旗艦店 副總監 13 12 年在 DV 品牌得到顧

客的支持喜愛是企業百

萬大師 

David 

4. 沈中皓先生 立法委員羅致政

板橋服務處 

主任 3 擔任主管、領導有方、

認真負責、主動承擔、

部屬讚譽有佳 

Master 

5. 許立新小姐 立法委員羅致政

國會辦公室 

副主任 1 指導及協調辦公室同仁

工作分工，有效率有方

法，表現傑出 

Master 

6. 張馥萱小姐 妙柔一髮型美容

技術協會 

設計師 16 盡忠職守 Sky 

7. 何秋樺小姐 妙柔一髮型美容

技術協會 

設計師 13 服務熱忱 Sky 

8. 魏婉君小姐 廣信益群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查帳員 3 學習力佳，細心完成交

辦任務，待人親切 

Taylor 

9. 陳人緯先生 廣信益群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副理 9 具有專業能力，可以負

責上市櫃公司業務 

Taylor 

10. 張婷小姐 新北市議員黃俊

哲服務處 

秘書 5 服務熱忱 Tetsu 

11. 黃敏茜小姐 新北市議員黃俊

哲服務處 

秘書 8 認真負責 Tetsu 



本週節目 

十月十三日 

第 1637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日 

第 1638 次例會 

【板橋社、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

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板橋群英社聯合例會】 

時間：10 月 23 日(星期二) 

11:30 報到、12:00 開會、13:10 用餐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3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主講：營養師 吳寶芬女士  

講題：健康吃喝快樂生活 

 

敬祝 生日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38.10.15)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吳振斌前社長夫人(41.10.2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俊哲社友(106.10.22)1 年 

 

恭喜 

社友 翁仁禮 Leo，鋼鐵仁有限公司成立 

營業項目：鋼筋估價、買賣、施工。 

社友 黃俊哲 Tetsu，10 月 21 日(星期日) 

上午 10 時新北市議員競選總部成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06 日 第 163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enson、David、Frank、Kenny、 

Mars、Obama、Otoko、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10 月 06 日 第 163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32,200

Al 1,000 Lobo 1,000

Alan 5,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Polo 1,000

Eric 2,000 Roberta 1,000

First 3,000 Sky 3,100

George 2,000 Smile 4,000

Hero 2,000 Stock 6,000

Jack 1,000 Taylor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2,000

Jey 1,000 Wood 6,000

Leo 1,100  

小計：      $46,100 總計：      $478,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84,600

Al 7,700 Leo 20,800

ENT 5,200 Masa 5,200

James 10,200 Sky 17,000

Land 5,200  

小計：      $71,300 總計：      $355,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