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金榜題名 
社友 劉孟賜(Bright) 
千金 劉雅竹小姐  
考取~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
系。 
 
前社長 程文金(P.P.Cathay) 
公子 程柏恩先生  
考取~盧布林醫學大學。 

 
社友 周正義(Justice) 
千金 周靖軒小姐  
考取~陽明交大資工研究所。 

 
社友 王文霖(Kay) 
千金 王郁婷小姐  
考取~辭修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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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27 日  第 1839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張正鳴 P.P.Jason 水果禮盒，歡喜他

身體康健、平安喜樂。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 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蒞臨本

社。 

敬祝壽星 Coach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大家攏嘛好作伙」、「月亮

代表我的心」。 

 代理出席主委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

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致贈與會人員中秋

月餅禮盒。 

(2). 感謝社友 Jimmy 致贈全體社友中秋

禮盒。 

(3). 9 月 3日(星期六)第 1839 次例會，

延至9月 4日(星期日)下午5時 30

分假格萊天漾 14 樓萬大廳，慶祝

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

題名者。 

(4).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

聯合例會，謹訂於 9月 29 日(星期

四)11:00 假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

天闊廳舉行。 

(5). 職業服務-參觀大政食品公司、桔

揚茶葉公司，謹訂於 10 月 6 日(星

期四)舉行，因巴士座位有限，敬請

欲參加之社友伉儷儘早報名以免

向隅。 

(6).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

10 月 22 日(星期六)舉行，敬請社

友踴躍推薦員工接受表揚。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社 務 討 論 會 ， 由 副 社 長 程 文 金

P.P.Cathay 主持： 

(1)、本年度歡迎社友於例會時發表個人

職業之分享或演說。 

(2)、本年度社內要提報 2023-2024 年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人選，於隔年也

要提報 2024-2025 年度第二分區地

區副秘書人選，為了社內和諧，建

議照慣例諮詢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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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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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吳晉福、徐明偉、林燕妮、李榮鏗、黃家禎、吳得利、黃芳珠、黃文龍、簡家秀、 

林忠慶、陳美勤、張富逸、黃慧齡、張皓翔、黃伯堯、薛松茂。 



2022-2023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34,000】 

徐明偉 US$1,000. 
莊金盤 US$1,000. 
吳晉福 US$1,000. (根除小兒痲痺) 
張春和 US$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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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吳晉福 US$1,000. 張春和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380,000.】 

徐明偉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張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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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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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9月 29 日(星期四)11:00 報到、11:30 鳴鐘開會、12:40 餐敘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天闊廳(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主講：新店崇光社區大學校長 吳治香先生 

講題：從俄烏戰爭發展看國際新秩序的趨勢 
 

職業服務-參觀大政素食公司、桔揚茶葉公司 

時間：10 月 6 日(星期四) 

程序：08:30-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領取早餐 

10:00-大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芎林鄉五和街 268 號) 

11:30-午餐-鹿寮坑驛棧(新竹縣芎林鄉五和街 260 號) 

14:00-桔揚茶葉公司-龍潭廠(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 648 號) 

17:00-晚餐-蔣府宴(桃園市龍潭區高原路 891 號)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22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面、紀念品乙份。 



 
 

 

本週節目 

九月三日 

第 1840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者】 

時間：9月 4日(星期日)17:30 

地點：格萊天漾 14 樓萬大廳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蔡健從 

林忠慶、王斯靖、徐明偉、劉孟賜 

邱顯清、何文章、洪敏捷、張富逸 

葉進一 

  

下週節目 

九月十日 

第 1841 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九月十七日 

第 184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紅琉璃創辦人王獻德先生 

              (三峽社社友 Glass) 

講      題：紅琉璃-台灣玻璃的傳承、 

創新與品牌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7 日    第 1839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ecor、Frank、Jimmy、Leo、Taylo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7 日 第 183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53,900 

AL 1,000 Jey 1,000 

Andy 1,000 Junior 1,000 

Benson 2,000 Just 1,000 

Cathay 1,000 Kay 1,000 

Davie 2,000 Land 1,000 

Dental 5,000 Mars 1,000 

ENT 1,000 Otoko 1,000 

Enzo 1,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 Sky 1,000 

First 2,000 Stock 2,000 

Hero 1,000 Tea 2,000 

Jack 1,000 Tiger 1,000 

James 1,000 Will 1,000 

Jason 5,000   

小計：   $40,000 總計：     $293,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9,350 

Lobo 6,450 Stone 6,450 

小計：     $12,900 總計：    $222,250 
 

社區服務-愛的連線 1995 音樂會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一) 

17:30 入場、18:00 開始表演 

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