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Paul 蒞臨公式訪問】 
10:30  總監會晤 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00  總監會晤 五大服務主委、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委、國際主委、青少年主委 

12:0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吳晉福 P.Dental 

(2)介紹來賓、友社社友………………………… 代理聯誼 許家榮 Will 

(3)出席報告……………………………………… 出席 陳嘉偉 Junior 

(4)秘書報告……………………………………… 秘書 陳世君 Jey 

(5)糾察活動……………………………………… 糾察 洪敏捷 P.P.ENT 

(6)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 林夢萍小姐 

社區服務主委 張富逸 P.P.Eric 

(7)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廖桂嶸 A.G.Dental 

(8)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Paul 

(9)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Paul 

(10)致贈紀念品………………………………… 社長 吳晉福 P.Dental 

(11)紅箱報告…………………………………… 糾察 洪敏捷 P.P.ENT 

(12)鳴鐘閉會…………………………………… 社長 吳晉福 P.Dental 

14:30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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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7 月 16 日  第 1833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經濟日報副社長周祖誠先生、

板橋南區扶輪社前社長官彥均先生

(I.P.P.I-Guard)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社友 Enzo，生日快樂! 

祝福 P.P.Al，結婚 32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愛您一萬年」。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七月份臨時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地區總監陳汪全 Paul 蒞臨公式訪問，

謹訂於 7 月 23 日(星期六)，屆時敬

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領

帶出席例會。 

(3). 2022 扶輪公益路跑，謹訂於 9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 5 時假總統府前凱

達格蘭大道舉行，此次活動為休閒

組(5km)，社內為鼓勵社友寶眷報名，

此次報名費每位 600 元，將由社內

支付，敬請有興趣參加之社友寶眷

於 7/25 登記報名以免向隅。 

(4). 慶祝父親節暨爐邊會，謹訂於 7 月

31日(星期日)下午 5:30 假 Mega 50 

鼎鼎宴會廳舉行。 

(5). 社內通訊錄即將編印，若社友地址、

電話有異動者，請通知余 s。 

(6). 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二日遊，謹訂於 11 月 19 日(星期

六)-11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 

 糾察洪敏捷 P.P.ENT 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前社長徐明偉I.P.P.Benson介紹主講者： 

姓名：周祖誠先生 

出生：52 年 12 月 20 日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曾任：聯合報記者、總編輯特別助理、民

調中心主任、大台北新聞中心主任；

聯合報業務部總經理特別助理、外

埠組主任、本埠組主任；捷運報 U 

Paper 總經理 

現任：經濟日報副社長、工商服務部總經

理、會展事業部總經理 

報紙媒體的未來 

 

 

 

 

 

 

 

 

 

經濟日報副社長 周祖誠先生 

衝擊與轉型，報紙的現在與未來 

消失的產品：公用電話和電話卡、膠捲相機和

底片、VCD 和 DVD、隨身聽。 

2000 年的預言：2040 年最後一個老人凋零，

報紙也隨之消逝。 

雙元結構的營收模式 

發行-把內容做好, 發售報紙。 

廣告-招攬廣告, 把讀者賣給廣告主。 

行動網路時代 

被動式的資訊瀏覽模式 

搜尋式的資訊攝取方式 

資訊碎片化 

資訊免費化 

看報紙的人少了 

刊登廣告的企業少了 

報紙何去何從？ 

報紙現況 

綜合性報紙-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 

專業性報紙-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報紙財務 

報紙收入-每份報紙售價20元，淨收入14元。 

報紙成本-每份報紙成本 36 元 (紙張、油墨、

印刷、人力、管銷…)。 

損益-假設日銷售 5萬份, 發行收入 70萬元-

生產成本 180=負 110 萬元(每天)。 

報紙未來 



(一)、開創多元營收 

2008 年聯合報系多元營收策略 

從報紙本業發展多元營收 

以多元營收支撐媒體本業  

(二)、以會議展覽活動營收補強傳統營收 

自動化工業展系列 

其他機械設備展 

建材展系列 

會議營收 

諾貝爾大師論壇，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來台發表演說…等。 

活動營收 

創業之星選秀大賽，為台灣產業尋找有潛力

的公司，加速創業發展，提升能見度…等。 

競賽活動 

台灣優良商標獎，強化台灣企業品牌，展現商

標的重要性…等。 

政府委託 

2018 臺灣 B2B 電商高峰會暨阿里巴巴 B2B 十

大網商決賽…等。 

學校委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9 就業博覽會…等 

工商服務. 

台灣人壽-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等。 

證券機關. 

權民搶百萬-投資競賽…等。 

外銷營收 

國外展覽代理、外銷刊物、外銷網站 CENS.com. 

(三)、拓展數位營收 

流量變現-以流量爭取廣告收入，僧多粥少。 

大和尚-Google、FB 吃掉了 70%。 

小和尚-自媒體盛行。 

網路媒體、價格不高、成本很高。 

內容變現-以內容爭取付費訂閱。 

前提條件-國民所得水準、新媒體使用普及 

、付費取得意願。 

成功關鍵- 

營造值得付費的價值感。 

首位性-讀者閱讀新聞資訊的第一指標。 

唯一性-新聞網站內容或風格獨特。 

市場替代品稀有，讀者因此願意付費。 

設定對象的市場規模，全球英文讀者潛在市

場比台灣媒體大。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周副社長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

湛演說。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紅箱歡喜

金額。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14:20 
二、 地點：社館 
三、 主席：吳晉福 
四、 記錄：陳世君 
五、 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羅致政      

林振哲、李榮鏗、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執行秘書余旻樺小姐，薪資從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日起調整為 40,00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本社授證 36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4日(星期日)下午 

5 時 30 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一樓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前社長吳得利先生因年齡 60 歲、社齡 25 年，已達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故提出申 

請免計出席。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目前本社社友人數 52 位、社友夫人(寶眷社友)48 位，是否追加報名 4 位子女當寶眷 

社友，讓本社成為依照社友人數達成的百分百寶眷社友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地區總監 陳汪全(D.G.Paul)簡介 

 

 所 屬 社：三重三陽扶輪社 

 夫人姓名：李素蓁Salina 

 職業分類：土地開發 

 現    職：寶石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306號 

 電    話：(02)2985-2811  

 傳    真：(02)2982-8676 

 行動電話：0936-120-809 

 E-mail：paulwc@ms5.hinet.net 

<<扶輪社經歷>> 

 1997 年11 月26 日加入三重三陽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 

 2010-2011 理事、社長、提名委員 

 2013-2014 助理總監 

 2020-2021 2022-2023 年度總監提名人 

 2021-2022 總監當選人 

<<地區扶輪經歷>> 

 2011-2012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助理總監、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諮詢顧問、愛的輪轉音樂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4-2015 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保羅哈理斯協會小組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END POLIO NOW 推廣委員會委員 

 2019-2020 年度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地區總監提名人、世界年會志工委員會HOC 協調人 

 2021-2022 地區總監當選人、第9 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扶輪領導學院推廣委員

會主委、地區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對扶輪的特別貢獻>> 

 2010-2011~2019-2020 連續10 年向三重區公所及交通局爭取三重立體停車場設置公共形象

看板-宣揚扶輪公共形象和社會大眾分享扶輪 

 2018-2019 世界社區服務(WCS)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BMC 小學興建工程及扶輪眼科醫

院手術設備捐贈2 萬元整 

 2019-2020 世界社區服務(WCS)緬甸甘妮小學興建工程捐贈2 萬元整 

<<扶輪基金貢獻>> 

 保羅哈理斯之友累積87,818美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地區秘書長 林忠文(D.S.Banker)簡介  
 所 屬 社：三重三陽扶輪社 

 職業分類：財務金融保險顧問服務 

 現    職：老闆的辦公室/F.B.I.顧問團隊主持人 

 公司地址：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68 號 10 樓之 2 

 行動電話：0935-733-326 

 公司電話：(02)2289-8666 

 公司傳真：(02)2285-2266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廖桂嶸(A.G.Dental)

簡介 
 

 所 屬 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夫人姓名：周雪華 

 職業分類：齒科醫 

 現    職：廖牙科診所院長 

 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45 號 

 電    話：(02)2961-1276     
 傳    真：(02)2962-2027 

 行動電話：0933-738-277 
 E - mail：ZonLiao@gmail.com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林傳傑

(D.V.S.Michael)簡介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夫人芳名：張佩珊 

 職業分類：房地產 

 現    職：惠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209 號 3 樓 

 公司電話：(02)2251-0053 

 行動電話：0932-225-719 

 E–mail：michael94168@yahoo.com.tw 



社區服務-認養家庭扶助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姓名 鄉鎮 近況 

1. 蘇儀萱 林口區 

儀萱母親離婚後獨自扶養大姊、二姊、儀萱及妹妹。因二姊為腦麻患者，母

親為照顧二姊而無法從事正職工作，僅能從事兼職性質的清潔工作，在全家

依賴人口較多下，經濟狀況陷入長期艱困。 

2. 戴嘉妮 泰山區 

嘉妮父親過世後，由母親獨力扶養兩名子女。母親持續在冷凍食品工廠擔任

作業員，負責肉品分切加工，銷售通路為火鍋店，受疫情影響工作量不多，

能準時上下班，工作尚稱平穩。嘉妮的哥哥暑假過後升讀高中職一年級，嘉

妮暑假過後升讀國中一年級。嘉妮個性溫和，對於自己負責的事務能主動完

成，在學習與生活上，需要多點鼓勵和支持。 

3. 許雅筑 三峽區 

雅筑母親獨力扶養三名子女，雅筑即將升上財經系二年級，他幾乎每天晚上

都會去打工，這次寒暑假也到家扶中心擔任大專老師。家中的大姊今年畢

業，也已經找到正職工作；二姊因個人因素仍在重讀。母親穩定於大賣場工

作多年。雅筑家裡經濟已經日漸穩定，除了在經濟上，無論學習、未來生涯

發展、工作上都日漸成熟獨立，預計於今年停止扶助。 

4. 何羿妤 土城區 

羿妤來自隔代教養家庭，母親未婚生下哥哥，而後與父親結婚育有羿妤，然

目前父親因工受傷成為植物人，母親也離家不負教養責任，兩兄妹自小由外

祖父母照顧。 

5. 唐莉婷 三重區 

莉婷母親獨力扶養二名子女，持續於自助餐廳任職，工作態度勤奮。莉婷今

年畢業，然還有學分仍需補修，因此之後打算邊打工邊完成補修學分，之後

再找合適的工作，預計 9月份停止莉婷的補助。莉婷弟弟將升上大二，就學

狀況穩定，也在學校老師的輔導下，漸能夠適應大學生活。 

6. 陳暐頡 土城區 
暐頡的父母親無婚姻關係，父親不負養育責任，由母親獨自監護照顧。母子

二人與外祖母同住，暐頡母親須負擔一家三口的生活開銷與教育費用支出。 

7. 顏嘉伶 三重區 

嘉伶母親自父親心肌梗塞去世後，獨力扶養二名子女。雖然母親為越南籍配

偶，其仍獨自扛起全家家計，目前以工廠代班工作的微薄薪資實難以承擔全

家開銷，再加上身體不好，曾經猛爆性肝炎而無法太過勞累，因此工作狀況

較不穩定，現在姐姐跟嘉伶都有打工，多少會協助負擔家計。 

8. 賴俞辰 南港區 

俞辰來自單親家庭，俞辰未出生時父母便因價值觀不合而分開，由母親獨自

扶養長大，父親並未負擔教養經濟。俞辰為家中獨女，與母親租屋同住，近

十年母親因為憂鬱症影響工作狀態，家內經濟只能靠以工代賑的清潔工作與

社會福利救濟勉強支撐著，仍然入不敷出需要外界協助。 

9. 王陽凱 五股區 

陽凱屬雙親家庭，爸爸因過往吸入過多廢氣導致肺部纖維化，導致在工作上

找尋不易，現家庭主要收入仰賴媽媽於超市擔任計時人員為主，陽凱現就讀

國小二年級，就學狀況屬穩定，在校成績屬中上，平常在家中也會協助父母

照顧年幼的妹妹，非常的乖巧且懂事。 

10. 黃至荃 文山區 

至荃媽媽獨力照顧至荃以及兩位妹妹，目前從事在捷運站附近賣烤地瓜，生

活相當辛苦，經濟較為拮据。至荃媽媽相當努力的養育以及培養孩子們的技

能，如果工作時間之餘，至荃媽媽都不辭辛苦的帶著至荃去參加各項才藝課

程，期待至荃能有機會好好學習。 

11. 黃聖傑 三峽區 

聖傑現就讀高中一年級，與就讀五專的姐姐和母親一起生活。母親穩定在夜

市裡的炸雞攤工作，為外帶性質，本來的客群也都是外帶的客人，炸雞攤生

意未受疫情之影響，母親就業狀況穩定。 

12. 馬文聖 樹林區 

文聖父親獨力扶養二名子女，文聖哥哥目前將升讀大學一年級，即將面臨不

同學制的挑戰；文聖現就讀高職資訊科三年級，正在學習各項程式語言，其

邏輯能力不錯，學習程式語言的狀態維持得不錯。父親目前則於鐵工廠工

作，但受到疫情影響工作量減少，家庭經濟多少也受到影響。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7月 23 日(星期六)17:00 報到、17:30 開始、18:00 餐敘 

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社長 吳晉福、秘書 陳世君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時間: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08:30 報到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社長 吳晉福、秘書 陳世君、會計 黃伯堯 

社員委員會主委 林振哲、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莊金盤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郭昭揚、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程文金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張富逸、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李榮鏗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羅致政、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 翁仁禮 
 

2022-2023 年度-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認養人 

徐明偉 NT$12,000. 

莊金盤 NT$12,000. 

吳晉福 NT$12,000. 

劉炳宏 NT$12,000. 

黃伯堯 NT$12,000. 

郭昭揚 NT$12,000. 

陳世君 NT$12,000. 

謝堂誠 NT$12,000. 

羅致政 NT$12,000. 

林振哲 NT$12,000. 

劉炳華 NT$12,000. 

許家榮 NT$12,000. 

 

2022-2023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33,000】 

徐明偉 US$1,000. 

莊金盤 US$1,000. 

吳晉福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李水日 US$1,000. 

黃伯堯 US$2,000. 

郭昭揚 US$1,000. 

羅國龍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李榮鏗 US$1,000. 

劉炳華 US$1,000. 

黃健豪 US$1,000. 

郭道明 US$1,000. 

黃文龍 US$2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US$1,000】 

吳晉福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340,000.】 

徐明偉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周正義 NT$10,000. 

羅國龍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郭道明 US$150,000. 

許家榮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徐孟瑜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三日 

第 1834 次例會 

【地區總監陳汪全 Paul 蒞臨公式訪問】 

時間：7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程序： 

10:30 會晤社長 Dental、秘書 Jey、社長當選

人 Davie 

11:0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Sky、Cathay、

James、Al、Davie、會計 Jack、職業主

委 Smile、社區主委 Eric、國際主委

Master、青少年主委 Leo 

12:0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3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3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下週節目 

七月三十日 

第 1835 次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7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Mega 50 鼎鼎宴會廳-48 樓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8 樓 ) 

爐主：吳晉福  

 

2022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

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

因夢想實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

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6 日    第 1833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Barcode、Davie、Decor、Enzo、 

Frank、Kay、Mars、Stone、Taylor、 

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Jimm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07 月 16 日 第 1833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0,000 

Andy 1,000 Justice 1,000 

Benson 1,000 Land 1,000 

Cathay 1,000 Lobo 3,000 

Dental 5,000 Master 2,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George 10,000 Shige 1,000 

Hero 1,000 Sky 2,000 

Jack 1,000 Smile 2,000 

James 2,000 Stock 2,000 

Jey 1,000 Tea 1,000 

Junior 1,000 Will 1,000 

小計：   $42,000 總計：     $142,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1,200 

Andy 6,450 Jey 8,950 

Archi 6,450 Roberta 6,450 

George 6,450 Sky 8,950 

Hero 6,450 Tea 6,450 

小計：     $56,600 總計：     $9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