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31 日  第 1835 次例會 
 

 下午六時，由於社長吳晉福 P.Dental 尚

在自主管理中，今日委由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代理主持例會並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社友 Leo 父親翁輝玉先生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社長Dental、社友Bright、Alan，

生日快樂! 

敬祝 P.P.Tea 結婚 51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奉獻」、「感謝您愛」。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8 月 6 日(星期六)第 1836 次例會，

邀請到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教授 麥

韻篁先生，演講「名琴欣賞以及名琴

演奏」歡迎有興趣之社友夫人登記

報名聆聽專題演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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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訂購高鐵車票，敬請欲參加之社友

寶眷儘速登記報名以免向隅。 

 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代表本社全體

社友致贈社友 Leo 父親翁輝玉先生紀念

品，敬祝他父親節佳節愉快! 

 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鳴鐘閉會。 

 感謝爐主社長吳晉福 P.Dental 準備美酒

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副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代表本社全體

社友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夫

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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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7月 31 日(星期日)                       地點：Mega 50 鼎鼎宴會廳 48 樓 

 

 

 

 

 

 

 

 

 

副社長 P.P.Cathay 頒發 7-9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副社長 P.P.Cathay 頒發結婚週年禮券             敬祝社友 Leo 父親佳節愉快! 
 

八月份臨時 LINE 線上理事會記錄 
時間：8月 3日(星期三)晚上 7:11 

出席：江基清、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翁仁禮、 

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許家榮。 

第一案：這一、二天陸續有社友寶眷回報確診，為了避免群聚擴大感染，本週 8月 6日 

(星期六)第 1836 次例會是否考慮暫停取消。請討論。 

決  議：同意，8/6 例會取消乙次。 

 

八月份臨時 LINE 線上理事會記錄 
時間：8月 5日(星期五)下午 4:00 

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 

陳世君、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 

第一案：這幾天社友寶眷回報確診人數增加，為了避免群聚擴大感染，是否下週 8 月 13 日 

(星期六)第 1837 次例會是否也考慮暫停。請討論。 

決  議：同意，8/13 例會取消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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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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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國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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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晨辰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徐孟瑜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來函照登-2022-23 年度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主旨：2022-23 年度地區之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三部曲系列課程之『首部曲 RYLA  

菁英領袖高峰論壇』，請貴社踴躍推薦優秀之青少年人選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主題：想像扶輪-培育數位科技青年領袖創新力。 

二、活動目的：在聯網環境的持續優化普及，尤其在智慧型手機已成為消費者最倚賴的使用

裝置後，網路媒體數位內容已是當前資訊傳播形式的主流，故影音內容新媒體科技的創

新研習，將是培育未來數位科技青年領袖之必備競爭力。本活動即針對新媒體之發展趨

勢與產業策略，邀集相關頂尖之產學講師，透過論壇模式給予參加學員，瞭解未來影音

內容之創新趨勢。 

三、活動時間：2022 年 09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 9:00 至 12:10 

四、活動地點：大同大學白宮(三樓)音樂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40 號) 

五、參加對象：16-30 歲經各社推薦之優秀青少年 

六、報名日期：2022 年 8 月 1 日(一)至 8 月 20 日(六)截止 

七、報名網址：http://www.3490ryla.org/RYLA2022-1/regist.aspx 

八、可推薦人數： 社友數 51-65 人，推薦 3 位。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日 

第 183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何文章 Decor 

主  講  者：DFS 形象管理學院  

創辦人 蔡美惠女士 

講      題：商務穿著暨禮儀分享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七日 

第 18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前社長(49.08.19) 

張正鳴前社長(47.08.26) 

張富逸前長夫人(69.08.15) 

林聖家社友夫人(80.08.15)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    第 1835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10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Barcode、Enzo、Kay、 

Mars、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Jimm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07 月 31 日 第 1835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9,200 

Stock 6,450   

小計：     $6,450 總計：    $165,650 
 

第 36 屆內輪會 

時間：8月 30 日(星期二)12:00 

 地點：藝奇日式料理-板橋麗寶店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6樓) 

備註：社長夫人湯千瑩宴請全體社友夫人 

 

扶輪公益路跑 

時間：9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起點-總統府前廣場  

終點-台北市政府前廣場 

程序： 

05:00-06:30 參加者集合 

06:05-06:15 長官貴賓介紹及致詞 

06:15-06:25 大會暖身操 

06:30 休閒組(5km)鳴槍起跑 

06:30-08:00 休閒組(5km)路跑時間 

(限時 90 分鐘) 

09:3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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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