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 月 7 日  第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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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I.P.P.Benson、Will、Aero、

Life 夫人、P.P.Sky 夫人、P.P.Fuku 夫

人、Bright 夫人、Tetsu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Dental、Bright，結婚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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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夏秋冬」、「瀟灑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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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春

聯。 

(2)、 感謝林金結議員(P.P.Stainless)

致贈全體社友花生糖。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一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社友 張春和(Enzo)尊堂張胡美老

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未時壽終內寢，享耆壽

93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

感悲憫。 

*告別式謹訂於 1 月 15 日(星期日)

上午 09:30 假新北市八里區埤頭里

挖子尾街30號舉行公祭，不收奠儀，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撥冗出

席。 

(5)、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2

月 5日(星期日)下午 5:30 假板橋銀

鳳樓餐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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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各位 PP 和社友贊助摸彩品，

欲贊助者請填寫摸彩品贊助表，增

添春節晚會光彩。 

(6)、 第三期1-3月份社費繳款單已放置

各位社友桌上，敬請於下次例會時

攜帶費用繳納。 

(7)、 2023 台灣扶輪盃-青年標準舞國際

公開賽，謹訂於 1月 8日(星期日)

下午 5：30-晚上 9：30 假三重區綜

合體育館舉行。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 介紹主講者： 

姓名：劉慧敏女士 

出生：1975 年 10 月 3 日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國立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  

現任：亞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財團法 

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 

訊協會財務委員會委員  

你不知道的扶輪故事 

 

 

 

 

 

 

 

 

 

亞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劉慧敏女士 

求學時,你擔心過學費問題 ?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起始, 為慶祝第一個

扶輪社芝加哥扶輪社成立 70週年而設置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會。 

這筆獎學金，除了肯定學生在學業上的努力

外，更資助學生在學術上的研究。讓學生在學

業過程中，不需要在擔心資金上的困難，也讓

學生能夠更專注在研究上的鑽研。 

中華扶輪獎學金 

獎助目的﹕宏揚扶輪，為國育才。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碩士班及博士班在 

學研究生。 

獎助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 18 萬元 

            碩士班：每名新台幣 13.5 萬元 

教育脫貧，終止貧窮世襲 

您的支持，改變孩子的一生，您也可以成為 

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在扶輪的善願中，看見無形的力量。 

就是扶輪！ 

人＋服務 少了學習 只是態度 

人＋善念 少了學習 只是慈悲 

人＋服務＋善念 如果加上學習   

 社長吳晉福P.Dental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予 P.P.Jasmine 感謝其精彩

扶輪故事分享，也謝謝他將車馬費回捐

予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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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送愛心年菜活動 

時間：1月 14 日(星期六)14:30 

地點：大井頭土地公廟 

(板橋區重慶路 269 巷 13 號) 

  

2023-2024 年度- 

地區獎助金管理研討會 

時間：2月 4日(星期六) 

09:00 報到、聯誼；09:3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黃伯堯、莊金盤、黃健豪、 

劉炳宏、徐明偉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14:15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陳世君、羅致政、 

林振哲、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二月份行事曆 

        02/04 第 1862 次例會，延至二月五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假板橋銀鳳 

樓舉行。 

        02/11 第 1863 次例會，「讀心術」魔術師  蕭錫惠先生。 

02/18 第 1864 次例會，「解密林家花園富貴密碼」民安國小校長 王健旺先生。 

02/25 第 1865 次例會，適逢 228 假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歲末送愛心年菜活動，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14:30 假 

板橋大井頭土地公廟舉行，經費一萬五仟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本社授證 36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17:30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先前受疫情影響只與新北市第二分區友社往來，

是否要恢復往例與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友社往來。請討論。 

決  議：授證恢復往例與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友社往來。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7日   第 185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80,800 

Al 1,000 Jey 1,000 

Benson 2,000 Junior 1,100 

Bright 4,000 Just 2,000 

Cathay 1,000 Lobo 1,200 

Davie 2,000 Otoko 2,000 

Dental 5,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ky 2,000 

Eric 2,000 Taylor 1,000 

First 2,000 Tea 2,000 

Frank 4,000 Will 4,000 

Hero 2,000 Wood 5,000 

Jason 1,000 劉慧敏 3,000 

小計：     $52,300 總計：     $833,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71,550 

Al 17,900 Land 6,450 

Dental 17,700 Lobo 6,450 

Frank 6,450 Otoko 12,900 

First 6,450 Roberta 6,450 

Hero 6,450 Sky 8,950 

Jey 8,950 Tea 6,450 

Just 6,450 Trading 12,900 

Kay 6,450 Wood 6,450 

小計：   $143,800 總計：     $815,350 



 

 

 

 

本週節目 

一月十四日 

第 185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萬祥 P.P.Roberta 

主  講  者：專業地政士 顏秀姍女士 

講      題：房地產節稅與傳承攻略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一日 

第 1860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一月二十八日 

第 1861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程文金、張春和、王世原、謝堂誠、 

翁仁禮、許國騰、羅國龍、郭俊麟、 

羅致政、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黃俊哲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前社長(51.01.18) 

許家榮社友夫人(66.01.19)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42.01.23) 

謝堂誠前社長夫人(40.01.24) 

莊金盤社長當選人夫人(57.0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前社長(90.01.17)22 年 

張榮智社友(94.01.21)18 年 

郭道明前總監(54.01.24)58 年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67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4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7日    第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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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ndy、Archi、Barcode、Coach、

Decor、Frank、Jimmy、Kay、Mars、

Stone、Tetsu、Tiger 
 

2023-2024 年度地區團隊訓練研討會 

時間：2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09:00 報到、聯誼；09:30 鳴鐘開會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