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5 日  第 1846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前社長吳得利 P.P.Polo 伉儷、社友蕭慶

安 Tiger，10 月 22 日-10 月 29 日參加

3490 地區根除小兒痲痺單車環島活動，我

個人準備悠遊卡、肌樂噴霧劑，預祝他們

環島單車行平安順利。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主講者國際扶輪第九地帶 2022-2023

年度扶輪公共形象助理協調人阮虔芷女

士(國際扶輪 3523 地區台北逸仙扶輪社

P.D.G.Tiffany)、社長 Dental 夫人 湯千

瑩女士、秘書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

P.P.James 夫人 郭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

女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

P.P.Lobo 夫人廖秀蘭女士、P.P.Jason 夫

人邱碧霞女士、I.P.P.Benson 夫人林燕妮

女士、社長 Dental 家人 Aida 蒞臨本社。 

敬祝 P.P.Land、P.P.James、P.P.Tea 夫

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星星知

我心」。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2). 感 謝 社 長 P.Dental 提 供 四 套

P.D.G.Tiffany書集當出席摸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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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謝社友 Jimmy 致贈全體社友錢都

火鍋湯包。 

(4).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5). 10-12 月份社費繳款單，已放置各

位社友桌上，請大家攜回於下次例

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6). 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二日遊，

請大家事先繳納房間費用。 

(7). 10 月 30 日(星期日)社友 Tetsu 競

選總部成立大會，謹訂於上午 9:30

假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 30 號

舉行。 

*敬邀社友伉儷撥冗出席加油打氣! 

(8).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

會，謹訂於 11 月 4 日(星期

五)11:00 註冊假台北新板希爾頓

酒店宴會樓舉行。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前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阮虔芷女士 

學歷：北京大學高端領袖后 EMBA 系 

國立政治大學 EMBA 

曾任：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 

製作人、鉅影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擔任副總經理、周遊傳播事業有 

限公司擔任會計、演員 

現任：國際扶輪 3523 地區 2020-2021 年 

度地區總監、雅晨傳播有限公司 

擔任總經理、中華電視公司電視 

節目製作人 

著作：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飛舞的藍蝶 

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 

 

 

 

 

 

 

 

 

 

Zone9 扶輪公共形象助理協調人 阮虔芷女士 

一、 扶輪卓越標誌 

『卓越標誌』是扶輪的次要標誌，與『主

品牌標誌』搭配使用，請不要單獨使用卓

越標誌不提供簡易版本。 

二、身為扶輪人的基本條件 

四大考驗之外，誠實、誠意、誠摯、誠信，

還要有這四個『誠』字。 

三、扶輪人的特質 

『溫馨、真誠』，不虛偽、真感情、有溫

馨、夠真誠、展溫暖、用真心。 

四、前總監的職責就是，推廣扶輪 

我始終認為，沒有做社區服務的扶輪社，

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尋思著，總監卸任就是普通社友，那

麼我該做甚麼呢?琢磨明白了，前總監的

職責就是，推廣扶輪，於是~~推廣扶輪•

開播 Podcast。 

回首2020-21我的總監計畫，莫忘初衷，

找回扶輪的優良本質、注重並加強扶輪

知識、凝聚社長之間的情感、確立創社

社長的條件、以不流失社友為依歸、社

區服務以社為單位。 

五、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虔心逸芷 

給誰看?? 

1.對扶輪不甚了解的非扶輪人 

2.想加入扶輪而猶豫不決的人 

3.很優質卻又想退社的扶輪人 

4.認真勤懇卻對扶輪失望的人 

5.給 3523地區 2020-21年度社長與團隊

一個紀錄 

人生就像舞台，即使無人欣賞，也要活得精彩 

 社長吳晉福P.Dental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前總監阮虔芷 P.D.G.Tiffany 車馬

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鼓勵出席獎，由社長吳晉福 P.Dental 和

前總監阮虔芷 P.D.G.Tiffany 抽出四位

幸運得主，恭喜~社友王斯靖 Barcode、

前社長程文金 P.P.Cathay、前社長張正

鳴 P.P.Jason 、 前 社 長 陳 萬 祥 、

P.P.Roberta、獲得『年輪交錯的黃金歲

月：飛舞的藍蝶 + 虔心逸芷 : 從演藝

到公益的絢麗人生』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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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名單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姓名 公司 職稱 年資 優良事蹟 推薦人 

1. 黃淑燕 卓群牙醫診所 護理師 20 年 認真、負責、主動有愛

心 

吳晉福 

P.Dental 

2. 沈姿伶 卓群牙醫診所 護理師 7 年 任勞任怨、配合度高、

盡責 

吳晉福 

P.Dental 

3. 林秀祝 立法委員羅致政溪

崑服務處 

秘書 4 年 負責組織活動，選民服

務，態度誠懇，成效卓

越。 

羅致政 

P.P.Master 

4. 王祥宇 立法委員羅致政國

會辦公室 

助理 2 年 負責法案研究草擬工

作，盡心盡力，表現 

優秀。 

羅致政 

P.P.Master 

5. 廖援菱 妙柔一髮型美容技

術協會 

主任 17 年 認真、負責 林振哲

P.P.Sky 

6. 謝盈璇 妙柔一髮型美容技

術協會 

設計師 15 年 認真、負責 林振哲

P.P.Sky 

7. 陳靖琇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辦公室 

秘書 2 年 細心負責完成工作事

項，樂於協助同事 

黃俊哲

Tetsu 

8. 胡苡瑄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辦公室 

秘書 2 年 細心負責完成工作、熱

心處理民眾需求與回答

問題 

黃俊哲

Tetsu 

9. 李璇芳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辦公室 

秘書 2 年 細心負責完成工作、樂

於傾聽民眾大小事並熱

心處理各事項 

黃俊哲

Tetsu 

10.蔡君豪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

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主

任設計師 

4 年 工作認真、負責 許家榮 Will 

11.林幼哲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

份有限公司 

廠務部資

深技術員 

5 年 工作認真、負責 許家榮 Will 

12.陳淑貞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

份有限公司 

廠務部出

貨組 

2 年 工作認真、負責 許家榮 Will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14:40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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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振哲、李榮鏗、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5 第 1849 次例會，提前至 11 月 4 日(星期五)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 

11/12 第 1850 次例會，「非典型」藝術家 陳彥旭先生。 

11/19 第 1851 次例會，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二日遊。 

11/26 第 1852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活動假中和烘爐 

地舉行。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前總監郭道明先生因年齡 81 歲、社齡 35 年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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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第 36 屆顧問委員會提名前社長黃伯堯先生，擔任 2023-2024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請討論。 

說  明：通過。 

第五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11 月 14 日(星期一)大溪高爾夫球場 

舉行，每位報名費 500 位。請討論。 

決  議：為鼓勵社友伉儷參與分區活動，此次報名費由社內支出。 

第六案：推薦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博士學位三年級學生顏正浩先生，申請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士班冠名獎學金。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七案：推薦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三年級學生楊茜如小姐，申請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博士班獎學金。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是否成立資訊委員會，運用網路媒體平台宣傳本社活動。請討論。 

決  議：委請前社長徐明偉 I.P.P.Benson 擔任主委。 

 

 

 



 

 

 

 

社區服務-愛的連線 1995 音樂會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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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殺防治學會與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的 9月 10 日訂為「世界自殺防治日」，並舉辦相關 

宣導活動，倡導自殺是可以預防的。 

本社從 2016 年開始贊助新北市生命線協會音樂晚會，希冀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

重視、建立國人心理健康，也讓更多人可以認識生命線 1995 及

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題等，透過結合藝人吸引媒體、社會大眾之

目光，藉由音樂晚會分享之形式，傳遞善與愛的正面力量。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1 月 4 日(星期五)11:00 註冊、11:30 開會、13:10 餐敘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主講：台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先生 

講題：打造台北 101 成為台灣當代文明地標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11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1：00 報到 11：30 攝影開球(午球) 

地  點：大溪高爾夫球場(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 03-387-5699） 

擊球費：每位 3,000 元 

 

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譜寫青春樂章 

時間：11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6:30 入場(建議提前到場)、7:00 準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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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二日 

第 1847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九日 

第 184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前社長夫人(54.10.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俊哲社友(106.10.22)5 年 

 

社友 黃俊哲 Tetsu 

新北市議員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時間：10 月 30 日(星期日)09: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 30 號 

 

第三組爐邊會 

時間：10 月 30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三樓 

爐主：楊耀程、郭祐福、李水日、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陳世君 

張榮智、陳嘉偉、鄭德文、周正義 

王文霖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5 日  第 1846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ndy、Archi、Bright、 

Coach、Decor、Enzo、Frank、Jimmy、 

Kay、Leo、Mars、Otoko、Stone 

三、祝您旅途愉快!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5 日 第 184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98,100 
Barcode 1,000 Land 2,000 
Benson 4,000 Life 1,000 
Cathay 2,000 Lobo 2,000 
Davie 3,000 Polo 3,000 
Dental 5,000 Roberta 2,000 
ENT 2,000 Sky 2,000 
George 6,000 Smile 5,000 
Jack 2,000 Stock 5,000 
James 4,000 Taylor 2,000 
Jason 2,000 Trading 2,000 
Jey 2,000 Will 1,000 
Junior 2,000   
小計：     $62,000 總計：     $460,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6,950 

Aero 6,450 Kay 6,450 

Cathay 11,450 Land 6,450 

Dental 17,700 Life 6,450 

George 6,450 Lobo 6,450 

James 8,950 Tetsu 6,450 

Jey 8,950 Tiger 6,450 

小計：    $98,650 總計：     $40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