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4 日  第 1840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

名者假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下午六時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來賓I.P.P.Benson公子徐士紘先生、 

Bright 千金劉雅竹小姐、Justice 千金周

靖軒小姐、Justice 千金周芳緯小姐蒞臨

本社。 

敬祝壽星 Justice、Aer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Stock 結婚 39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月兒像檸檬」、「望月想愛

人」。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感謝社長 Dental 致贈全體社友柚

子禮盒。 

(2). 9月 10日(星期六)第1841次例會，

適逢中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3). 扶輪公益路跑，謹訂於 9 月 18 日

(星期日)上午五時假總統府前廣場

集合。 

*參加者的活動紀念衫和其他物品，

將於 9月 17日(星期六)例會分發。 

(4). 11 月 19 日-11 月 20 日，秋季旅遊

-台南二日遊，目前報名人數73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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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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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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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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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計9月24日(星期六)例會結束

後召開顧問委員會，屆時敬請各

位前社長撥冗出席。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頒發金榜題名獎學金、紀念品予莘莘

學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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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他們邁向人生新的

學習旅程。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恭喜前社長徐明偉 I.P.P.Benson 公

子徐士紘 先生，參加 2022 新北市永和

區兒童創意繪畫比賽榮獲高年級組銅

牌，表現優異，本社全體社友與有榮焉。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感謝爐主 張宏陸 Aero、江基清 P.P.AL、

游伯湖 Alan、蔡健從 Andy、林忠慶

Archi 、 王 斯 靖 Barcode 、 徐 明 偉

I.P.P.Benson、劉孟賜 Bright、邱顯清

Coach、何文章 Decor、洪敏捷 P.P.ENT、

張富逸 P.P.Eric、葉進一 P.P.First 準

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社友夫

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者剪影 

時間：111 年 9 月 4日(星期日)17:30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4 樓萬大廳 

 

 

 

 

 

 

 

 

社長 Dental 頒發獎學金、紀念品予莘莘學子 

  

 

 

           

 

 

 

                      社長 Dental 頒發 10-12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第二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五時 

二、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三、出席：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4 位、列席：6 位 

板    橋扶輪社 社長  詹智民 秘書  李威毅 

板橋北區扶輪社 社長  劉晁至  

板橋東區扶輪社             秘書  陳世君 

板橋南區扶輪社 社長  許誌宏 秘書  元立昇 

板橋西區扶輪社 社長  吳瑞興 秘書  許世奇 

板橋中區扶輪社 社長  吳育玲 秘書  羅美珠 

板橋群英扶輪社 社長  李易軒 秘書  盧永濬 

新北光暉扶輪社 社長  陳宏志 秘書  方建興 

四、列席：國際 3490 地區總監：陳汪全      國際 3490 地區公關長：葉庚進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廖桂嶸       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林傳傑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友：陳榮傑、黃皇源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詹智民 P. Service、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劉晁至 P. Eric Liu 

記錄：板橋社秘書李威毅 S. Mark、板橋北區社代理秘書黃皇源 Teacher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詹智民 P. Service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詹智民 P. Service 致詞：略 

<二>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劉晁至 P. Eric Liu 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3490 地區 地區總監陳汪全 D.G. Paul 致詞：略 

<二>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廖桂嶸 A.G. Dental 致詞：略 

<三>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林傳傑 D.V.S. Michael 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提 

請討論。 

說  明：1.平均三個月，舉辦一次社秘會，共有四次，一次二社主辦。 

2.第一次由板橋扶輪社及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請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

輪社、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抽

籤決定主辦順序，費用由各社均攤，時間地點由該次主辦單位決定。 

3.板橋社社長 Service 補充說明：由 AG Dental 代表，抽籤決定未來三次社祕會

的主辦順序，而時間/地點則由主辦社決定，再行通知各社。 

決  議：第二次社祕會：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 

第三次社祕會：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 

第四次社祕會：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 

時間與地點，由各次主辦社決定。 

案由二：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1:00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東區扶輪社共同主辦。 

2.板橋北區社長 Eric 補充說明：本案板橋北區社與板橋東區社兩社社長已討論 



過，若有知名優秀的專題演講人選也請推薦，若大家沒有意見的話，就決定間年 

11 月 4 日(五)上午 11:00 在新板希爾頓舉行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由板橋北區 

社與板橋東區社共同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謹訂於中華 

民國 11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西區扶輪社主辦。 

2.爰往例基本報名人數應為社員人數 100%、寶眷 60%以上(主辦社之報名人數為 

社員人數 200%)，報名費 300 元/人。 

3.板橋社社長 Service 補充說明：每年二分區都會在中和烘爐地舉行聯合登山活 

動，剛與 AG、DVS 討論，需規劃雨天的備案。烘爐地是個很適合的場地，不論是 

交通地點、停車便利性與室內環境都很不錯，特別要麻煩主辦社在配合外燴的部 

分，找一個食材新鮮，衛生合格的廠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案件，由板橋西區扶輪社提 

議主辦 「適性揚才 超越自我 支點計畫」，提請各社討論。 

(提案人：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Star)，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案件已於 5 月 31 日截止日前送交地區辦公室，請二分區八扶輪社共同支持 

板橋西區扶輪社支點計畫。地區獎助金申請書，詳見附件紙本。 

2.「適性揚才 超越自我 支點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局長多年肯定，活 

動皆於三月份假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舉行，屆時敬邀各社社長、秘書、社區服 

務主委共襄盛舉。(若疫情不穩定則改至各校各別舉辦)支點計畫係透過導師及家 

長每日的督促，協助學童完成「自我設定」的挑戰。完成目標即獲得公開表揚的 

機會，獲取榮譽感，並得到國際扶輪獎狀與獎金，以為鼓勵！ 

3.經費預算如下：匯率*29 

【收入】                                 金額(新台幣)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DDF US 7,914 229,506 

板橋西區扶輪社自籌款 286,394 

計畫總收入 515,900 

【支出】                                 金額(新台幣) 

「適性揚才 超越自我 支點計畫」 515,900 

註：DDF 係 2019-2020 年度各社扶輪基金捐獻，地區依百分比例進行分配。 

4.本案不需各社配合保羅哈理斯，第二分區各社 DDF 若未有指定用途，8月份起則 

交由地區獎助金委員會統籌運用。 

討  論： 

1.板橋北區社社長 Eric：本案支點計畫已行之有年，是個持續多年的扶輪公益活動，我們 

請主持本計畫的板橋西區社社長 Star 為大家說明。 

2.板橋西區社社長 Star：兩位主席 Service 社長、Eric 社長以及 AG Dental、D.V.S.  

Michael、公關長 Dragon，各位社長、祕書、美麗的夫人，大家晚安！這個案子本社已經

做了超過十二年，強調改善學童的品格與生活常規，非以學業成績為標準。本社與學校老

師、家長三方共同配合，提供誘因，給孩子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當孩子們持續改善壞習

慣時，給予鼓勵並表揚，孩子在長大後，也會主動回饋學校，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家長也

因孩子感到與有榮焉，參與度很高。是一個為偏鄉隔代教養或外配導致資源不足的孩子所

創立訂定的活動，目前參與學校已有 12 所小學，新北市教育局長也非常認同這個計畫，

今年已邁入第十三年，希望各位社長、祕書、長官能多給予支持，感謝各位。 

3.板橋社社長 Service：本計畫既然行之有年，建議可找各大媒體報導讓計畫案更加發揚



光大！ 

4.板橋西區社社長 Star：向主席報告，本社曾考慮過，但運用媒體資源的費用預算頗 

高，當然也想作大，但礙於預算問題，每年為了這個計畫經費，本社全體社友想盡辦法， 

盡力找合作對象，且若三十屆把案子作大，那接下來幾屆的社長會很辛苦。 

5.地區總監 Paul：關於邀請媒體報導的部分，由總監這邊與新北市政府公關處溝通，會 

盡力協調，提供協助。 

6.AG Dental：建議將活動照片或影片上傳 Youtube、Facebook，達免費宣傳之效；沒有 

經費，有沒有經費的作法，山不轉，路轉，遇到困難，我們盡力想辦法去完成。 

7.板橋社社長 Service：我這邊有媒體整合的資源，屆時請主辦社提供活動相關資料(文 

案、照片)，再將訊息整合發表於通訊媒體(臉書)。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板橋社社長 Service：我們 3490 地區是台灣 12 區最大，社友人數也最多的分區，建議應 

該要善用媒體資源，好好行銷，讓社會大眾知道我們做了哪些社區服務，明白 3490 地區 

做甚麼公益活動，就從我們二分區作起。 

十一、請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劉晁至 P. Eric Liu 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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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愛的連線 1995 音樂會 

生命中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們往往會遇到很多挫折與困難，但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會有他人

的協助使我們可以度過難關。而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應該也要懂得幫助他人，使得”小小心

意，大大暖意”溫暖每個人的心裡。因此，將善的力量傳遞出去，透過生命與生命愛的連線，

讓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溫暖且友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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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九月十七日 

第 184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P.P.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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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四日 

第 184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社友蔡健從 Andy、陳世君 Jey、許家榮 

Will 職業分享。 

 

節目預告 

十月一日 

第 1844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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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敬請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領帶出 

席例會。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宏陸社友(96.09.21)1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4日    第 1840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Enzo、Jimmy、Kay、 

Otoko、Stone、Tet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4日   第 1840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2,250 

Davie 12,700   

小計：    $12,700 總計：    $234,950 

 

2022-2023 年度~ 

公益天使講習會 

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六) 

下午 1:00 至 4: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第二大樓 13 樓第 5研習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 號 13 樓) 

參加：社區主委 張富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