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7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三十六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中召開，並在會中舉行第三十七屆(2023-2024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扣除當然理事

(社長、甫卸任前社長、社長當選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七位，本日將再產生八位

理事，同時於選舉後，馬上召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 413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0 日(星期六)10: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家扶鶯歌服務處(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 號 )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34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1 日(星期三)14:0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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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12 日  第 1850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主講者創作藝術家陳彥旭先生蒞臨

本社。 

敬祝壽星 Life、P.P.Jack、P.P.Master、

Leo、Junior、P.P.Tea、Archi、Archi 夫

人、Enzo 夫人、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and、P.P.Jason、P.P.Eric、

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

選曲「舞女」、「留戀什路用」。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 11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11 月 19 日(星期六)第 1851 次例

會，為秋季旅遊-台南二日遊，屆時

敬請參與之社友寶眷早上 7:15 在

板橋火車站 B1 高鐵入口處集合、

領取早餐、水果、零食包、手冊、

車票。 

*建議穿著休閒服、休閒鞋。 

*飯店三溫暖、恆溫游泳池、健身房

使用時段為 07:00-22:00 (要游泳

者請自備泳衣)。 

(3)、 11 月 26 日(星期六)第 1852 次例

會，延至 11 月 27 日(星期日)早上

8:00 假中和烘爐地舉行「新北市第

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屆時社內會準備早餐，敬請出席

之社友伉儷穿著社長 Dental 致贈

之藍色長袖 polo 衫出席。 

(4)、 12 月 3 日(星期六)1853 次例會，

為召開常年大會選舉 2023-2024 

年度第 37 屆理事當選人，屆時敬

請社友務必撥冗出席例會。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前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彥旭先生 

出生：75 年 1 月 4日 

學歷：中原大學建築系 

現任：創作藝術家、壹肆設計負責人、 

師大附中教師、動態攝影師 

非典型 

 

 

 

 

 

 

 

 

 

創作藝術家 陳彥旭先生 

3D 地景藝術運作原理 

視覺修正～透視修正（反透視） 透過各類創

作者創作的 3D地景藝術作品的分析與實地展

場觀察，可以看出各個作品在一般人的正常

視線高度範圍內與特定角度下，都能以各類

視覺形式顯示出視覺透視空間「正常」的景物

與視野。 

專業深度、感謝家人、培養喜歡的興趣 

2001 年 金華國中美術班畢 

2004 年 師大附中美術班畢 

繪畫功力提升、壓力，也是開始爬升的時候，

學科與術科兩極化，關於成績，跳級考，最差 

+最高成績，老師傻眼，精進了基本功，也接

觸了空間規劃。 

選擇?北藝美術、台藝 3D、中原建築? 

2009 年 中原大學建築系畢 

2010 年 成立壹肆設計 

鼓勵、骨力、Good Luck 

3D 地景臺南首件、第一個標案國立台灣博物

館。 

結合美術的觀察刻畫，揉合建築設計的空間

架構，在藝術與設計之間創造 3D 立體創作，

擅長將單調空間注入趣味與空間深度，目前

作品遍及台灣、新加坡、蘇州、廣州、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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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曾與各式活動、展館、餐廳、商空、住宅、學

校合作，目前正朝 3D 藝術生活實用化轉型，

希望能利用此項藝術讓生活更安全、更方便。 

 社長吳晉福P.Dental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陳彦旭先生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

精彩分享。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聯合社區服務- 

德霖科大、溪州國小弱勢學生關懷計劃捐贈儀式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11:00 

地點：海釣族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由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板橋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

社、宜蘭南區扶輪社協辦，聯合捐贈新台幣 180,000 元予德霖科技大學、溪洲國小弱勢學生

關懷計劃。希望弱勢學生能安心向學，快樂成長，培養優良品德，成為社會安定力量的來

源。 

 

 

 

 

 

 

   六扶輪社社長與受贈單位合影留念               社長 Dental、秘書 Jey、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本社捐贊助款 20,000 元 

          

社友 許家榮 Will 夢想家居系統櫥櫃開幕茶會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09:00 

地點：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 75 號 

 

 

 

 

 

 

 

 

社長 Dental 率領社友寶眷前往祝賀，敬祝社友 Will 公司鴻圖大展、業績斐然 



 

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14:00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郭昭揚、陳世君、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二月份行事曆 

12/03 第 1853 次例會，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7 屆(2023-2024 年度)理事當選人。 

12/10 第 1854 次例會，「從救命到救功能-淺談疫情與高壓氧」亞東紀念醫院高壓氧中

心主任 張厚台女士。 

12/17 第 1855 次例會，「善循環~愛生生不息」扶輪公益網委員 莊育菁女士。 

12/24 第 1856 次例會，「卓越教學 百岳人生」土城國民中學校長 鄧文南先生。 

12/31 第 1857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光暉扶輪社假日照輔營專案計畫，經費二萬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11：00 

地點：大溪高爾夫球場 

 

 

 

 

 

 

 

 

 

 

 

 

榮獲 AG 盃-團體賽亞軍 

 

 

第 36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13 日(星期二)12:00 

地點：Mega50 餐飲-Asia49 亞洲料理及酒廊(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9 樓) 

~成績表~ 
吳振斌 P.P.Tea-第 15 名 

連文惠 P.P.ENT 夫人-第 22 名 

蔡健從 Andy-第 28 名 

吳晉福 P.Dental-第 37 名 

王秀玲 Andy 夫人-第 55 名 

陳世君 S.Jey-BB 獎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08:00 報到                             

地點：中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二樓 

 

 

 

 

 

 

 

 

 

 

 

 

合影留念 

 

 

 

 

 

 

 

 

 

精彩刺激的團體競賽活動 

 

 

 

 
 

 

 

 

 

 

 

熱鬧趣味的摸彩活動 



 

 
 

 
 

本週節目 

十二月三日 

第 1853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7 屆(2023-2024 年 

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7 屆(2023-2024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日 

第 185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鄭德文 P.P.Just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高壓氧中心 

呼吸治療師 張美雲女士 

講      題：從救命到救功能-淺談疫情與 

高壓氧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前總監(65.12.6)46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2 日  第 1850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3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4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ecor、 

Jimmy、Kay、Otoko、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2 日 第 185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50,300 

Alan 6,000 Jason 2,000 

Cathay 7,000 Jey 1,000 

Davie 2,000 Junior 4,000 

Dental 4,000 King 1,000 

ENT 1,000 Lobo 1,000 

Enzo 2,000 Master 2,000 

Eric 2,000 Roberta 1,000 

Fuku 10,000 Stock 3,000 

George 4,000 Will 1,000 

James 1,000   

小計：     $55,000 總計：     $605,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34,200 

Alan  6,450 King 6,450 

Bright 6,450 Mars 6,450 

Davie 12,700 Master 17,900 

Decor 6,450 Polo 6,450 

Enzo 6,450 Smile 8,950 

Jimmy 6,450 Wood 6,450 

小計：    $97,600 總計：     $631,800 

 

秋季旅遊~感謝~ 

社長 Dental 準備葡吉夏威夷豆、高

纖穀物禮盒致贈出席人員。 

社長夫人湯千瑩女士準備晚宴茶點分 

享與會人員。 

秘書 Jey 準備海王子碳烤夾心酥禮盒 

致贈與會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