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3 月 4 日  第 1866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安博法律事務所律師連德照先生、

新禾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經理傅生光先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簡家秀冠名獎學

金-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科技產業博士班

三年級學生楊茜如小姐、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學生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冠名獎學金-成功大學博士班三年級學

生顏正浩先生、P.P.Stock 公子劉朝瀚先

生蒞臨本社。 

敬祝 P.D.G.Trading、Kay、P.P.ENT、Jey、

Mars、Taylor、P.P.ENT 夫人、P.P.Cathay

夫人、Jimmy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Life、Junior、Archi、P.P.Sky 結

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花心」、「遲到」。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六，第 1867 次例會，延至三月

十二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宜

蘭龜山島、舊草嶺隧道單車一日遊。 

*敬請參加人員早上七時，準時於板

橋火車站北二門門口集合並穿著休

閒服、運動鞋。 

*當日社內有準備早餐(熱壓吐司、

咖啡)、水果、零食包、礦泉水。 

(3).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

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 09:30 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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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報名參加球賽之社友寶眷，請務 

必攜帶地區發的吊牌和資料準時 

出席活動。 

(4). 社長當選人 莊金盤 Davie 要致贈

全體社友伉儷之外套，尚未丈量尺

寸者，請儘速丈量。 

(5). 國際服務-台馬青創烘焙工坊建置

計畫沙巴六日遊，謹訂於六月五日

(星期一)~六月十日(星期六)舉行。

團費報價 27,900 元，有興趣參加

之社友請向余 s登記報名。 

 糾察洪敏捷 P.P.ENT 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中國醫藥大學健

康科技產業博士班三年級學生-楊茜如

小姐報告「極低密度脂蛋白及其受體在

B 型肝炎介導之肝纖維化及肝硬化中所

扮演之角色」。 

 吳晉福 P.Dental、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

委劉炳華 P.P.Stock、簡家秀博士班冠名

捐獻人黃文龍 I.P.D.G.Wood，代表本社

致贈小社旗、三月份獎學金予楊茜如同

學，我們期盼這筆獎學金能她專注學業，

為台灣孕育未來的菁英與領導人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成功大學博士班

三年級學生-顏正浩先生報告「調查 

USP19 在 APP 代謝中的作用」。 

 吳晉福 P.Dental、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

委劉炳華 P.P.Stock、超能盛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博士班冠名捐獻人郭道明

P.D.G.Trading，代表本社致贈小社旗、

三月份獎學金予顏正浩同學，我們期盼

這筆獎學金能她專注學業，為台灣孕育

未來的菁英與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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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告 

前社長 吳得利(P.P.Polo)尊堂 吳秀蘭 

老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二)早上九時十五分壽終內寢，享耆

壽 90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

悲憫。 

 

【靈堂】：板橋區光武街 136 巷 8 弄 12 號 

1 樓 

 

第 36 屆第三組內輪會 

時間：3月 21 日(星期二)12:0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家宴中餐廳 

 

友社授證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12 週年】 

時間：3月 26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14 日(星期五)16:30 報到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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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6 第 1875 次例會，延至 5月 7 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五組爐邊會假 

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行。 

        05/13 第 1876 次例會，「AI 在中風預防篩檢之運用」台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高明 

見先生。 

05/20 第 1877 次例會，「食品勿博益-食品安全與食品保健趨勢」輔仁大學食品科學 

系副教授 陳政雄 先生。    

05/27 第 1878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3 第 1879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6/10 第 1880 次例會，提前六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假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 

授證三十六週年慶典。 

06/17 第 188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06/24 第 1882 次例會，適逢端午節假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乙、 臨時動議 

第一案：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日(星期五)-6 月 5 日(星期一)蒞 

臨訪問暨續盟儀式。接待內容、費用。請討論。 

決  議：(1)、接待行程由社長、秘書、國際主委安排。 

        (2)、按照往來公約，應該是在上一屆 35 屆時簽訂續盟和來台訪問，但因受疫情影響 

而無法成行。因此接待費用從第 35 屆結餘款來贊助此次接待費用十萬元，若有超過 

部份則由第 36 屆國際服務來負擔。 

第二案：國際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台馬青創烘焙工坊建置計劃，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6 月 10 日(星期六)舉行沙巴六日遊。團費每位 27,900 元(16 人成團報 

價)。請討論。 

決  議：此活動是第 35 屆的國際服務項目驗收之旅，因此一樣由第 35 屆結餘款來補助此次參 

加之社友伉儷，每位費用 2,000 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 樓) 

三、出席：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6 位、列席：12 位 

四、列席：略  

五、主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李易軒 P. Aaron、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陳宏志 P. Monga 

記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盧永濬 S. Peter Lu、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方建興 S. Kenny 

六、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李易軒 P. Aaron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李易軒 P. Aaron 致詞： 

各位 22-23 年度，二分區快樂團隊的社長秘書、A.G. Dental、未來 23-24 A.G. Jack、

社長秘書大家好，很高興也很榮幸擔任這個會議的主席，我想我們二分區秉持的一貫的

傳統，常常舉辦聯誼，大家感情是熱絡的，也希望我們的這個氛圍帶到下個年度，所以

我們邀請了下個年度的領導團隊一起參加，讓這個傳統延續下去。過年前也先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平安。最近疫情好像又起來了，很多人好像又染疫了，也在這邊

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很高興我們今天又同聚一堂，也很感謝我們另一個主辦

社光暉社社長 Monga 等下幫我們準備精彩的活動內容，讓我們拭目以待，謝謝。 

<二>主辦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陳宏志 P. Monga 致詞： 

大會主席 Aaron 社長、A.G. Dental、在場所有二分區 22-23 社長秘書同學、23-24 未來

的領導們大家好，現在一月馬上就要過年了，我們 22-23 年度已經過一半可以越來越輕

鬆了， 所以今天就是討論下次社秘會的地點時間，以及把我們學長學弟制拿出來，先讓

23-24 知道社長不是那麼好當的，這邊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鴻兔大展，謝謝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廖桂嶸 A.G. Dental 致詞： 

主辦社的社長 Aaron、Monga，各位同仁，在這邊先向大家拜個早年，新春愉快，下禮拜

就過年了，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希望下屆 A.G.可以看到我們二分區講究的是準時及使命

必達，沒有人敢隨便跑一跑，因為二分區有一個很好的傳統，我 2004 到 2005 當社長，

我們百周年的團隊到現在還在運作，因為當社長、秘書、A.G.都只有一年，但我們的友

誼是永遠存在的，新年頭舊年尾，祝大家恭喜發大財、金銀財寶滿大廳，謝謝各位。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2~2023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假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舉行： 

16:30 報到/ 17:00 開會/ 18:00 餐敘。 

說  明：由板橋東區扶輪社及板橋南區扶輪社二社主辦，並邀請下屆人員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十、活動報告： 

1.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吳瑞興 P. Star : 

各位主席、A.G. Dental、22-23 社長秘書同學、23-24 領導團隊，跟大家宣傳，在中華民 

國 112 年 3 月 11 日，地點：新北市多功能演藝廳，是我們板橋西區扶輪社 30 周年支點計 

畫活動，邀請團隊把那天空出來，大家一同蒞臨，謝謝。 

2. 板橋扶輪社社長詹智民 P. Service: 

A.G.、兩位共同主持人、各位社長秘書、下屆社長秘書大家好，這次板橋社推了一位 P.P.  



Archi 競選 2025-2026 總監，在昨天早上確認當選，這個源頭我要感謝 A.G. Dental，因 

為公文還沒出來時，A.G. Dental 就鼓勵各社推薦有意願的人可以競選總監，這次選得很 

辛苦，因為輪序的問題，到最後我們都不敢保證我們可以上，這次上了會不會有人挑戰我 

們也不知道，再次感謝大家，跟大家分享，我要接社長的時候，前社長們跟我說板橋社未 

來五年十年要如何前進，板橋社要顧好顧強，相對來說未來 25-26 我們是總監社，二分區 

如何顧好顧強是很重要的，如果有確定要提前布局，將整個二分區拉抬上來，因為二分區 

很多社都是板橋社輔導的，二分區都是一家人，這是二分區的共同的榮耀，謝謝。 

十一、請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陳宏志P. Monga宣佈散會。 

春季旅遊-宜蘭龜山島、舊草嶺隧道單車一日遊剪影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 

 

 

 

 

 

 

 

 

 

 

 

 

 

 

 

 

龜山島-登島、繞島 

 

 

 

 

 

 

 

 

舊草嶺隧道單車遊 



 

敬祝 生日快樂! 

郭俊麟社友夫人(70.03.18)  

蔡健從社友夫人(63.03.19)  

吳晉福社長夫人(53.03.2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44 年  

吳得利前社長(79.03.18)33 年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43 年 

本週節目 

三月十八日 

第 186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健豪 Taylor 

主  講  者：神傳文化基金會 

資深講師 林淑娟女士 

講      題：舞動生命的神韻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五日 

社務討論會 

 

~春季旅遊~ 

感謝 社長 Dental 致贈參加人員鴨賞鹹蛋糕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4日    第 1866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Decor、Enzo、Frank、 

Jimmy、Kay、Leo、Stone、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4日   第 186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37,200 

AL 2,000 Justice 2,000 

Alan 2,000 Life 2,000 

Barcode 1,000 Lobo 1,000 

Benson 4,000 Mars 2,000 

Davie 2,000 Master 3,000 

Dental 3,000 Sky 2,000 

ENT 4,100 Smile 1,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1,000 Taylor 2,000 

Jason 500 Trading 3,000 

Jey 2,000 Wood 2,000 

Junior 2,000   

小計：     $47,600 總計：     $984,800 
 

拍賣收入 承上期：         $0 

Eric 3,050 Jey 3,050 

小計：     $6,100 總計：       $6,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73,300 

AL 8,950 Junior 6,450 

Alan 6,450 Kay 6,450 

Barcode 12,900 Mars 6,450 

Cathay 11,450 Smile 8,950 

Davie 12,700 Stone 6,450 

Decor 6,450 Taylor 6,450 

Jimmy 6,450 Tiger 6,450 

Just 6,450   

小計：    $119,450 總計：    $1,092,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