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7 日  第 1855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主講者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副執

行長 莊 育 菁 女 士 ( 板 橋 中 區 社

I.P.P.Sophie)、主委呂東翰先生(新北

和平社 P.P.Luke)、副主委許麗玲女士

(樹林芳園社 P.P.Lisa)、委員江秋岑女

士(新北和平社 P.P.Zona)、講師團副團

長 陳 綺 雲 女 士 ( 新 北 和 平 社

P.P.Diamond)、委員許曉萍女士(新北世

界社 P.P.Akila)、委員林麗卿女士(樹林

芳園社 P.P.Fortuna)、執行秘書翁藍翎

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Cathay、P.P.James 夫人生日

快樂! 

敬祝 P.E.Davie 結婚 30 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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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暮色」、「男性的本領」。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感謝扶輪公益網主委P.P.Luke準

備桂圓糕、鳳梨酥分享與會人員。 

(2)、 P.D.G.Trading 尊堂郭李陳陣老

夫人告別式，謹訂於 12 月 20 日

(星期二)上午 08:30 假板橋殯儀

館景福廳舉行公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

配年度口號領帶出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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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訂於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假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

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舉行。

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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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春季旅遊-宜蘭龜山島、舊草嶺隧

道單車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12 日 

(星期日)舉行，報名表已放置各

位社友桌上，請大家踴躍報名。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社友周正義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莊育菁女士  

曾任：2021-2022 年度板橋中區社社長 

現任：畀馬股份有公司董事長、喬越生醫 

副總經理、KPMG 資深審計員、 

2022-2023 年度 RYEMT 多地區董 

事會財務長、青少年委員會財務 

長、RYE IB 副協調人、扶少團副 

執行長、扶輪公益網副執行長 

善循環~愛生生不息 

 

 

 

 

 

 

 

 

 

地區公益網副執行長 莊育菁女士 

『扶輪公益網』 是什麼? 

扶輪社&社福單位的橋樑，將個人閒置物資媒

合，給有需要的社福團體的網路平台。 

目前全台公益網註冊合法立案之社福單位及

學校機關共 1183 家。 

台灣扶輪公益網 2022-23 年度媒合次數：415 

次。(自 2022.07.01~2022.12.13 統計數據)  

金額統計：3,826,611 元。 

感謝您的慷慨解囊與奉獻 

前總監郭道明 PDG Trading/愛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捐贈生命能量水生成器 10 台和濾

心。 

委員郭俊麟 Mars，捐贈電子琴、鐵琴、辦公

椅、吧檯桌。 

社友王斯靖 Barcode，捐贈鋼琴、木椅、電

子琴、折疊桌。 

前主委江基清 P.P.AL/好沛國際公司，捐贈

雞湯料理包 164 份。 

感謝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捐贈大提琴 3

把。 

耶誕環保挖寶趣跳蚤市場 

新北市環保局 x 3490 地區扶輪公益網 

時間：11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8: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情，但我們

可以用愛做好很多小事。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 I.P.P.Sophie

感謝精彩分享。 

 感謝 I.P.P.Sophie 以板橋東區扶輪社

名義將車馬費捐贈給扶輪公益網。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2023 台灣扶輪盃-青年標準舞國際公開賽 

時間：1月 8日(星期日)下午 5：30-晚上 9：30 

地點：三重區綜合體育館(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2號 6樓)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340 份聖誕禮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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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板橋東區扶輪社 

協辦單位：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永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山合一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溫蒂富國際有限公司 

 

 

 

 

 

 

 

 

 

桃特校長葉瑞華女士代表全校學生接受340份聖誕禮物並回贈感謝狀和感謝卡片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 13 日(星期五)16:30 報到、17:00 開始、18:00 餐敘 

地點：板橋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3樓） 

參加：吳晉福伉儷、陳世君伉儷、黃伯堯、莊金盤、黃健豪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 185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主  講  者：土城國民中學 

校長 鄧文南先生 

講      題：卓越教學 百岳人生 

 

下週節目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 1857 次例會 

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一月七日 

第 185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伯堯 P.P.Jack 

主  講  者：亞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劉慧敏女士 

(新北市和平社 P.P.Jasmine) 

講      題：你不知道的扶輪故事 

 

敬祝 生日快樂! 

王斯靖社友(62.12.31) 

羅致政前社長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54 年 

郭俊麟社友(100.12.30)11 年 

王文霖社友(81.12.31)3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7 日  第 1855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right、Coach、

Decor、Enzo、Frank、Jimmy、Kay、

Mars、Otoko、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7 日  第 185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92,300 

AL 2,000 Jey 1,000 

Andy 2,000 Junior 1,000 

Cathay 2,000 Justice 1,000 

Davie 3,000 Land 2,000 

Dental 5,000 Roberta 2,000 

ENT 1,000 Sky 1,000 

Eric 2,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1,000 

James 3,000 Taylor 3,000 

Jason 1,000 Tiger 5,000 

小計：     $41,000 總計：     $733,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47,200 

Tiger 6,450   

小計：     $6,450 總計：     $653,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