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金榜題名 
前社長 程文金(P.P.Cathay) 

千金 程千珍小姐 

考取~盧布林醫學大學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2 日  第 1847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卓群牙醫診所護理師黃淑燕小姐、卓

群牙醫診所護理師沈姿伶小姐、立法委員

羅致政國會辦公室助理王祥宇先生、妙柔

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主任廖援菱小姐、妙

柔一髮型美容技術協會設計師謝盈璇小

姐、新北市議員黃俊哲辦公室秘書陳靖琇

小姐、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部主任設計師蔡君豪先生、新夢想系統櫥

櫃股份有限公司廠務部資深技術員林幼

哲先生、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廠

務部出貨組陳淑貞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Pol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Tetsu 結婚 5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瀟灑走一回」、「舊皮箱的

流浪兒」。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4). 秋季旅遊-台南大員皇冠二日遊，請

大家事先繳納房間費用。 

*已報名者若臨時有事不克參加，請

在 10/27 前告知取消，避免飯店房

間取消費用產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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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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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月 30日(星期日)下午6:00假板

橋銀鳳樓餐廳，舉行第三組爐邊會

暨為社友 Tetsu 加油打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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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

山暨趣味競賽活動，謹訂於 11 月

27日(星期日)上午08:00報到假中

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二樓舉行。 

*此次八社統一午餐在現場請外燴

公司辦桌每桌 6,600 元，為統計桌

數，敬請社友寶眷儘速登記報名。 

(6). 社友 Will 夢想家居系統櫥櫃開幕

茶會，謹訂於 11 月 11 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假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

二段 75 號舉行。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職業服務-表揚十二位優良員工，由社長

社長吳晉福 P.Dental、職業服務主委李

榮鏗 P.P.Smile，代表本社頒發表揚狀

及致贈禮金、紀念品，表彰各位優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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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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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12 地區歡迎 Trustee Chair Ian Riseley 訪台歡迎晚宴 

日期：11 月 9 日(星期三)晚上 6:00 

地點：圓山大飯店 12 樓宴會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號) 

參加：黃文龍伉儷 

 

地區寶眷聯誼會 

時間：11 月 11 日(星期五)10:00 報到、10:30 聯誼開始 

地點：台北喜來登飯店 B2(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參加：湯千瑩、陳佳珮、簡家秀、王錦麗、林燕妮、吳佩璇、謝佳伶、ADIA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六)08:40 報到聯誼、09:30 鳴鐘開會 

地點：大直典華(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參加：黃伯堯、劉炳宏、林振哲、徐明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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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加：吳晉福、陳世君、吳振斌、鄭德文、蔡健從、連文惠、王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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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22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社長 Dental、職業服務主委 P.P.Smile 代表本社頒發表揚狀、禮金、紀念品予各位優良員工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九日 

第 184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五日 

第 1849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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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 樓如意 

廳 

主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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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

口號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3)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2 日  第 1847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Barcode、Coach、Decor、 

Frank、Jimmy、Kay、Leo、Mars、Otoko 

、Taylo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2 日  第 1847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60,100 
Aero 4,000 James 1,000 
Al 3,000 Jason 1,000 
Andy 2,000 Jey 1,000 
Cathay 1,000 Junior 1,000 
Davie 2,000 Master 3,000 
Dental 6,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ky 3,000 
Enzo 1,000 Smile 2,000 
Eric 3,000 Stone 3,000 
First 5,000 Tea 2,000 
Hero 3,000 Tetsu 6,000 
Jack 1,000 Will 5,000 
小計：     $61,000 總計：     $521,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05,600 

Archi 6,450 Junior 6,450 

ENT 8,950 Roberta 6,450 

First 6,450 Stone 6,450 

Hero 6,450 Tea 6,450 

Jason 6,450   

小計：     $60,550 總計：     $46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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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