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 會 記 要
2 月 13 日






第 1811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舉行，下午六時由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來賓 P.P.Eric 公子張皓翔、千金張
庭瑄、Justice 千金周芳瑋、Tiger 孫子
王晨希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四季紅」、「春夏秋冬」。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感謝社長 Benson 致贈與會人員刮刮
卡
(2). 感謝 P.P.、社友提供摸彩品。
(3). 2 月 19 日第 1812 次例會，邀請到
臺安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陳欣宏先
生專題演講「男言之隱 --- 認識攝






護腺疾病」
，敬請社友準時撥冗出席
例會聆聽專題演講。例會地點，勝
輝建設都匯中心。
(4).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
線、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
(5). 地區總監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3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假台北高爾夫
球場舉行，報名費每位 500 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感謝第三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
體社友伉儷：游伯湖 Alan、林忠慶
Archi、張宏陸 Aero、莊金盤 Davie、洪
敏捷 P.P.ENT、楊耀程 Frank、鄭德文
P.P.Just、周正義 Justice、王文霖
Kay、郭俊麟 Mars、張茂樹 P.P.Shige、
黃俊哲 Tetsu、許家榮 Will。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頒發 10-12 月份、
1-3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社友夫人身
體健康、青春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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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2 月 13 日(星期日)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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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3 月 1 日(星期二)12: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 3 樓家宴餐廳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準時撥冗出席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社授證 34 週年】
時間：3 月 3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
時間：3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7：10
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主 辦 社：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 板橋群英、新北光暉社
承 辦 社：板橋社、板橋群英社。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樂見幸福線上音樂會
時間：1 月 23 日(星期日)18:00 線上直播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連結：https://youtu.be/dJ4LNvK4Yvg

本社為音樂會協辦單位，社長 Benson 代表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理事長 P.P.Stock

接受感謝狀

致詞為線上音樂會拉開序幕

本週節目

出席報告

二月十九日
第 18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臺安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教研副院長 陳欣宏先生

講

題：「男」言之隱---認識攝護腺
疾病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六日
第 1813 次例會
適逢 228 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3 日 第 181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9名
出國人數：
0名
補 出 席：
0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Jimmy、
Kay、Kenny、Leo、Tetsu

2022-23 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時間：2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 報到；09:30 鳴鐘開會

節目預告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1 號)
出席：徐明偉 P.Benson

三月五日
第 1814 次例會

羅致政 P.P.Master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 Bright

郭道明 P.D.G.Trading

主

黃文龍 D.G.Wood

講

講

者：爵士影像導演 郭曜程先生
題：手機出大片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海岸線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前社長夫人(59.02.28)

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
時間：3 月 20 日(星期日)
行程：08:00 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
09:30 新竹南竂 17 公里海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翁仁禮社友(111.02.27)1 年

12:00 午餐-五代造船廠
15:00 鶯歌臺華窯彩繪 DIY、
陶藝文化導覽
18:00 晚餐-東街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