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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廿五屆 

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司儀：吳得利 Polo 

11：00 註冊聯誼……………………………………………… 聯誼委員會 

11：30 鳴鐘開會……………………………………………… 卸任社長 江基清 I.P.P.AL 

 扶輪歌頌、祝賀生日………………………………… 司儀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司儀 

 卸任社長致詞………………………………………… 卸任社長 江基清 I.P.P.AL 

 總監致詞……………………………………………… 地區總監 蕭慶淋 D.G.Andy 

 褓姆致詞……………………………………………… 前社長 廖金順 P.P.Lion 

 輔導社社長致詞……………………………………… 社長 李明川 Water 

 貴賓致詞  

 

頒發：社務功勞獎 

捐款績優獎…………………………………… 

出席優良獎 

卸任社長 江基清 I.P.P.AL 

 舊職員交還佩帶……………………………………… 卸任社長 江基清 I.P.P.AL 

 介紹新任社長………………………………………… 前社長 邱明政 P.P.Masa 

 新舊任社長交接儀式………………………………… 前總監 郭道明P.D.G.Trading

 致贈卸任社長、秘書紀念品………………………… 新任社長 黃文龍 P.P.Wood 

 新任社長致詞………………………………………… 新任社長 黃文龍 P.P.Wood 

 新任社長介紹新年度職員並佩帶…………………… 新任社長 黃文龍 P.P.Wood 

 新社友入社宣誓、配章……………………………… 新任社長 黃文龍 P.P.Wood 

 新任社長鳴鐘閉會…………………………………… 新任社長 黃文龍 P.P.Wood 

12：30 餐敘及頒獎  

 卡拉 OK 聯歡餐會  

             



 

 

 
 

新任社長 黃文龍(P.P.Wood) 就職致詞 
 
 
 

 

    
   

      

 

     人生如同一部電影，一旦掀開序幕，不管喜、怒、哀、樂也終需落幕下台一鞠躬 ，但我何

其幸運，又可以重溫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乙職。 

因緣際會下，我重新披掛上台，除了感謝社友們的支持外，也必需以過來人身份，呼籲尚未

擔任過職務之社友免「皮皮挫」，加入社團除了可以提昇友誼圈、為我們的事業加分外，偶而，我

們也必需撥冗為這個團體盡一份心力，勇於挑戰各項職務，這樣您才會瞭解這個團體、這個社。 

我們甫卸任社長江基清先生(I.P.P.AL)就是最好的例子，甫卸任社長江基清先生(I.P.P.AL)雖扶

輪年資不深，但這一年來，他全心投入參與各項扶輪事務，我相信，他必定獲益良多。I.P.P. AL

您說是不是? 

    板橋東區扶輪社至今將邁入第二十五個年頭，累積了豐富的人、事、物，只要您用心，這個

團體可以讓您的人生變得更加絢爛、豐富。因此，也請社友免驚沒犁通拖，咱板橋東區扶輪社全

體社友都是懂得互敬、互諒、互助的人，所以，社友啊~請勇於接受扶輪社的各項職務吧。 

 

 
 
 
 
 
 



 

 
 

第廿五屆社長 黃文龍 簡介 
 

社    名： Wood 

出生日期： 43 年 5 月 12 日 

夫人姓名： 簡家秀 

夫人生日： 44 年 6 月 20 日 

結婚週年： 65 年 12 月 6 日 

學    歷： 

建國中學畢業 

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 

中國北京清華大學研究 

美國哈佛大學政府與企業關係研究 

職業分類： 合板製造 

現    職： 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公司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工業區中山路 10 號 

公司電話： (02)2267-5560 

<<現任>> 

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曾任>> 

國際獅子會300-B2總監 

中華民國木材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資深青年總會總會長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副總會長 

中華民國黃氏宗親會副理事長 

新北市宜蘭同鄉會副理事長 

<<扶輪榮譽事項>> 

1998~1999 年度 RI 社長獎 

1998~1999 年度巨額捐獻人 

 

 

 



 

<<扶輪社經歷>> 

1987 年 4月 2 日加入板橋東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 

第二屆 1988-1989 年度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第三屆 1989-1990 年度 聯誼委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第四屆 1990-1991 年度 社員委員會主委、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第五屆 1991-1992 年度 雜誌委員會委員 

第六屆 1992-1993 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委員委員會主委、高爾夫聯誼委員會委員 

第七屆 1993-1994 年度 環保委員會委員 

第八屆 1994-1995 年度 服務夥伴委員會主委、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第九屆 1995-1996 年度 服務夥伴委員會委員 

第十屆 1996-1997 年度 世界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人類發展委員會委員 

第十一屆 1997-1998 年度 理事、副社長、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第十二屆 1998-1999 年度 理事、社長、愛心基金委員會主委 

第十三屆 1999-2000 年度 
理事、顧問委員會主委、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世界聯誼活動委員

會委員、馬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 

第十四屆 2000-2001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 

第十五屆 2001-2002 年度 
社員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認識委員會委員、環境保

護委員會委員 

第十六屆 2002-2003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發展委員會委員、馬

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 

第十七屆 2003-2004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世界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馬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 

第十八屆 2004-2005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認識委員會委員 

第十九屆 2005-2006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發展委員會委員、職業成就獎委員會主委、

國際青少年計劃委員會委員 

第二十屆 2006-2007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馬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雜誌委

員會委員 

第二十一屆 2007-2008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雜誌委員會主委  

第二十二屆 2008-2009 年度 
理事、馬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主

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第二十三屆 2009-2010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第二十四屆 2010-2011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扶輪

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國 際 扶 輪 2011-2012 年 度  

R.I.社長 葛爾揚‧潘乃傑 簡介 
    

                
 

葛爾揚‧潘乃傑Kalyan Banerjee，被國際扶輪社長提名委員會選出

為2011-12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人選。 

潘乃傑說他希望看到扶輪欣欣向榮從全世界最受讚譽的服務組織成

長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政府組織。他還說：「大家都說，扶輪有著政

府般的力量卻又宛如父母般的慈愛。」 

潘乃傑是印度最大的農業用化學製造商聯磷有限公司(United Phosphorus Limited)的董事長

及孟加拉聯磷有限公司董事長。他是印度化工學會會員及美國化學協會會員、瓦皮工業協會前會

長及印度工業聯盟古拉加分會前會長。他於1964 年自卡瑞普省印度科技學院獲得化學工程學位。 

潘乃傑曾任國際扶輪理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委員會主委及特別工作小組主委、國際講

習會分組討論領導人、社長代表及地區總監。 

潘乃傑現在是東南亞地域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委員會主委，他曾任國際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

委員會委員多年，並曾以該職位多次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參與的國際會議。 

潘乃傑是巨金捐獻人，永久基金捐助者及遺贈協會會員，並且曾獲扶輪基金會有功服務獎及特優

服務獎。 

潘乃傑也是多個扶輪社贊助的信託基金的理事，這些基金在印度支持許多教育及社區發展計

畫，包括一所250 個病床的醫院。 

他表示扶輪的長處包含了吸引世界各地不同職業的領袖的能力，以及在推廣促進和平所扮演的角

色。他說：「扶輪必須成為當今世代所喜愛加入與參加的組織，俾利把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安全、

及更快樂。」 

潘乃傑的夫人畢諾妲Binota 是一位社會工作人員及內輪會會員。他們伉儷兩人育有兩名子女及四

名孫子女。 

 
 
 



 

 

2011-2012 年度 R.I.社長文告 
在2011-12年度裡，我要求各位扶輪社員來做「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我請各位省視自己的

內心，便可明白所有人類都有共同的夢想、相似的希望、同樣的抱負、以及近似的問題。無論我

們是什麼人，身在何處，每個人都渴望同樣的和平及滿足，渴望在日常生活中擁有同樣的充實感。

我們要努力帶給他人的，就必須先在自己內心找到，因為我們希望自己擁有的，也是他人所希望

擁有的。 

在談論全球和平之前，我們必須先從自身開始，然後再推己及人。首先，我們找到自己內心

的平靜，然後努力建立我們家庭及社區的和平。沒有先在自己家裡建立和平，就無法建立世界和

平；如果我們要在全球建立和平、友誼、和寬容，首先就必須在自己的社區實行。當我們內在有

和平，我們家裡也有和平；當我們家裡有和平，我們便有可與他人分享的和平。當我們和我們所

愛及關心的人在一起感到喜悅及滿足時，我們便能夠關心他人。 

我相信如果你使自己強健鞏固，便可使你共同生活及居住的人強健鞏固。一旦你有一個強健

穩固的家庭，你便有一個堅固的發展基礎。那些擁有這種內在力量的人可以合作得更好，一同服

務人類，那就是我們在扶輪所做的事。 

在未來這一年，我們的扶輪服務將有三個重點：鞏固我們的家庭，延續我們最擅長的事，並

改變任何需要改變的地方。 

本扶輪年度的第一個工作重點是家庭。家庭是一切的起始：我們所有的服務，我們希望在這

世上達成的每件事，都肇始於這裡。母親和子女是每個家庭的核心；當我們從這裡做起，便可以

進而把工作延伸擴展到個人的生活及整個社區。 

我們第二個工作重點將是延續性，找到我們做的好的事，並更上一層樓。我們每個人在扶輪

服務中都找得到成功之處，我們應該以這些成功之處為基礎，加以累積擴展，使我們可以在未來

幫助更多人。我們必須延續我們清潔與安全飲水的工作，減輕疾病，擴展識字，服務新世代並與

之合作，為和平而努力。 

同時，我們也知道有些事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有些事我們應該改變。我們必須有勇氣正視它

們，找出它們，並努力改變我們需要做的改變。 

甘地說過：「改變必須從你自己做起。」在扶輪，我們努力過著道德及誠實的生活，分享友

誼及善意，看見每個人真正的價值。我們對平庸沒有興趣，因為扶輪一點也不平常，扶輪社員都

不是平常人。那就是我們要努力提升自我，進而提升世界的原因。 

我們所有在扶輪的人都企望改變世界，不然我們為何要成為扶輪社員？我們相信我們的世界

可以更快樂、更健康、更和平。我們相信未來可以─也一定會─比過去更美好。我們是理想主義

者，我們透過服務，來實踐我們的理想。 

因此，我們在2011-12年度的第三個工作重點便是改變，我們就從讓自己改變成自己希望在世

上看到的改變做起。如果我們希冀和平，就從讓自己本身、自己家庭、自己社區能過著和平的生

活開始。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小兒痲痹或任何疾病，如果我們希望環境停止惡化，如果我們希望降

低兒童死亡率，提升識字率或防止飢餓，我們就必須成為促成那項改變的因子，並瞭解那必須從

我們之中每個人做起。 

讓我們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在和平、和諧、及友誼之中，讓我們把改變和更喜悅的未來帶

給全人類。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 

地區總監 蕭慶淋(Andy) 簡介   
所 屬 社：宜蘭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電子零件製造 

出生日期：1954.12.02 

配偶姓名：李惠娥女士 

學    歷：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服務單位：艾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宜蘭縣員山鄉坡城路 53 之 5 號 

電  話：(03)9233808  

傳    真：(03)9233800  

<<扶輪社經歷>>  

1984 年 8 月 16 日成為宜蘭西區扶輪社創社社長 

1984-1985 年度 創社社員、理事、創社社長 

1985-1986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6-1987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1987-1988 年度 四大考驗主委 

1988-1989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9-1990 年度 扶輪知識主委 

1990-1991 年度 台北信義社關係主委 (1990.8.1 海外投資退社) 

2000-2001 年度 聯誼主委(2000.7.1 重新入社) 

2001-2002 年度 理事、新店社關係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 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03-2004 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新店社關係主委、公關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信義社關係主委、職業服務主委、社長當選人 

2005-2006 年度 理事、社長 

2006-2007 年度 理事、GSE 主委、高爾夫主委 

 



 

 

2007-2008 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2008-2009 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GSE 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1987-1988 年度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年度 世界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消除貧窮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 年度 地區休閒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地區擴展及增加社員研習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年度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小姐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 年度 
總監提名人、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

總監 

2010-2011 年度 總監當選人 

<<獎章>> 

1985-1986 年度 PHF 新捐獻人 

2004-2005 年度 PHF 1 顆藍寶石 

2005-2006 年度 
PHF 2 顆藍寶石、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 1萬元 

RI 社長獎、101 分社長獎、籌辦地區年會有功獎 

2006-2007 年度 PHF 3 顆藍寶石 

2007-2008 年度 PHF 4 顆藍寶石 

2008-2009 年度 巨額捐獻人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12 年度地區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 
 
 

地區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 

A. RI 年度社

長獎 

全地區各扶輪社傾全力爭取國際扶輪社長獎，獲獎條件請見國際扶輪社長獎單元

說明。 

B. 扶輪基金

捐獻計劃 

年度計劃基金參與率 100％（每位現職社員本人在 2011 年 7月 1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期間都捐獻年度計劃基金） 

扶輪社的年度計劃基金平均每人達到美金 100 元以上。（根除小兒痲痺捐獻、指

定用途捐獻及永久基金捐獻不能包含於年度計劃基金裡面） 

保羅哈里斯捐獻年度計劃基金達 10％的社友數以上。（即每十位社友平均捐獻年

度計劃基金 1000 美元，此項年度計劃基金捐獻目標為 25 萬美元。） 

根除小兒痲痺基金捐獻為達成國際扶輪二億美元根除小兒痲痺基金捐獻目標，每

一扶輪社至少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 1000 美元以上。 

國際扶輪基金會永久基金捐獻鼓勵社員捐獻國際扶輪基金會之永久基金，充裕基

金會的規模。 

巨額捐獻鼓勵社員一次性或累積捐獻達美金壹萬元，成為榮耀的巨額捐獻者，巨

額捐獻金額目標 10 萬元美金。 

指定用途捐獻衡量地區配合獎助金之申請，或特殊服務性質需求，助理總監協調

該分區各社社員適度捐獻於指定用途。 

年度計劃基金(APF)捐獻目標為 35 萬美元或以上。（請留意：根除小兒痲痺基金

捐獻、指定用途基金捐獻及永久基金捐獻等不能計入年度計劃基金）此總計捐獻

金額可用於 2014-2015 回饋於本地區申請配合獎助金、簡易獎助金等之用，請傾

力支持此捐獻目標，協助 2014-2015 年度之服務計劃。 

C. 社員成長

及留住率 

各扶輪社員傾力現職社員留住率 90％以上。 

各扶輪社社員淨成長率 10％以上。 

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同該分區扶輪領導人致力成立新扶輪社。 

社員人數不足 25 人的扶輪社社數減少 20％。 

鼓勵增加女性社員。 

增加社員職業分類多元性。 

增加 45 歲或更年輕的扶輪社員。 

致力吸收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計劃的前受獎人進入扶輪社。 

D. 2011-2012

年度服務

計劃 

鼓勵各扶輪社員運用年度簡易獎助金從事社區服務，為達特定服務規模盡可能結

合各扶輪社以分區之規模申請簡易獎助金，每一分區簡易獎助金平均金額約為台

幣柒萬元。 

運用 2008-2009 年度之年度計劃基金(APF)捐獻，於 2011-2012 年度回饋於本地

區之地區指定基金(DDF)做配合獎助金之申請，配合獎助金(M.G)之申請應於 2011 

年 6 月底之前盡早以分區為單位提出申請表單，請助理總監盡早協同該責任分區

 



 

 

  各扶輪社社長當選人、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等相關社員做詳細計劃表單提出申

請，並留意各項服務計劃必須符合國際扶輪指定之六大領域工作範圍，此項配合

獎助金每一分區平均可分配全額約為台幣貳拾萬元。若經詳細規劃設計申請國際

扶輪的配合款、國外姊妹社的現金支持及國外地區 DDF 的交換，每一計劃的可運

用資金將可達台幣約伍拾萬元。（請留意：國際扶輪的配合款有總額限制，用罄即

不再接受申請，故請務必提早提出申請，以免向隅。） 

團體研究交換計劃(GSE) 

 計劃 2012.04.21～2012.05.19 派遣 GSE 團隊出訪美國紐約州 7170 地區，該地 

區總監當選人 Mr.Robert O.Ross 已允諾全力接待本地區之出訪團隊。此 GSE 服 

務計劃 2011-2012 年度因僅派遣團隊出訪並無接待對等來訪團隊，故每位社友分

攤金額可以減半為台幣 100 元正，請列入扶輪社年度預算。 

大使獎學金預計運用地區指定基金(DDF)提供一位一年期之獎學生，金額為使用

地區指定基金美元 25,000 元正。 

地區辦公室之設立 

 經 2010 本地區地區年會年會代表討論通過於 2011-2012 年度著手設立地區辦公

 室。每一社友每年分攤金額台幣 500 元正，請列入年度預算。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預計 2011 年秋季於宜蘭縣舉辦全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每一扶輪社請推 

薦四位青少年參加，費用共計台幣貳萬元正由各社編列預算分攤。 

配合其他國家獎學金集用基金：以 DDF 提供最多共計美金伍仟元正。 

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夥伴獎助金：以 DDF 提供最多共計美金伍仟元正。 

扶輪友誼交換計劃(RFE) 

 交換對象為美國夏威夷 D5000，預計 2011 年 9 月份接待來訪之夏威 

 夷扶輪友人12名，2012年春天我3490地區12名社員及眷屬出訪夏威夷州D5000。

各分區例行或有創意的中、大型活動由各分區自行籌辦。總監辦事處全力支援。

E. 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 

地區全年度捐獻：鼓勵社員每人平均捐獻台幣 1500 元正。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各 10 名。 

F. 國際會議 地域研習會：2011 年 12 月 2 日～12 月 4 日於印尼峇里島舉行。 

國際年會：2012 年 5 月 6日～5月 9日於泰國首府曼谷市舉行。 

地區研習會及訓練會 

2011～2012 年度計有 8場研習會、訓練會，依序如下：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地區團隊訓練會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地區講習會 

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公共關係研習會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扶輪知識 

鼓勵各分區舉辦新社友扶輪知識研習會 

鼓勵社友閱讀每月出刊之總監月報 

國際扶輪要求每位社友至少訂閱一份扶輪雜誌，請全體社友 100％每月訂閱扶輪月刊一本。 

試辦聯合公式訪問 

節約各社開支並有意願為原則，各社總監公式訪問社務行政會議均保持一小時以上，由各社商議聯

合公式訪問之可行性並提出申請，總監公式訪問用餐盡可能簡便，鼓勵節約餐點經費並挪為社區服

務使用。 

總監公式訪問一次訪問二社以上是國際扶輪許可之做法，總監辦事處尊重各扶輪社之意願，僅提供

試辦之建議。 

資訊 

提高 Email 之使用率。 

提高各社網路之架設。 

加強地區網站之服務 

總監月報 

每月 10 日出刊一次 

各社請於每月 2日提供上個月之出席報告給總監辦事處 

各社請於新社友宣誓後三天內將新社友及介紹人資料提供給總監辦事處。 

各社請盡早提供各項扶輪活動、服務計劃之執行資料給總監辦事處，以利次月即能刊登於總監月

報。 

公共關係 

2011-2012 年度國際扶輪預計撥款 US$15,000 給我 3490 地區，但本地區必須有 US$5,000 的相對現

金配合款，總計可用金額為 US$20,000。 

宣導扶輪理念、增加扶輪曝光機會、妥善運用上列的公共關係經費。 

公共關係以較大型宣導為主並兼顧本地區四縣市之轄區。 

地區年會（2012.04.21～04.22 宜蘭運動公園） 

鼓勵社友、眷屬踴躍參加 

跨地區服務 

台灣七個地區研議節能減碳植樹活動。 

台灣七個地區研議扶輪第二代聯合聯誼活動。 

台灣七個地區研議擴大扶輪友誼交換活動。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 

地區秘書長 李貴發(G.M) 簡介 
  

 所 屬 社： 礁溪扶輪社 

 出    生： 34 年 11 月 1 日   

 配偶姓名： 江秀蘭 

 夫人生日： 40 年 3 月 15 日 

 結婚週年： 61 年 4 月 4日 

 服務單位： 寶星 KTV 酒店負責人 

 通訊地址： 礁溪鄉仁愛路 51 號 

 電    話： (03)9880348 

 傳    真： (03)9888851 

 行動電話： 0952-886-673 

<<扶輪社經歷>> 

1990 年 11 月 23 日加入礁溪扶輪社 

1991-1992 年度 助理糾察、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 

1992-1993 年度 理事、糾察長、友好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1993-1994 年度 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聯誼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 

1994-1995 年度 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聯誼委員會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年度 理事、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年度 理事長、社長 

1997-1998 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會主委、膳食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年度 理事、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年度 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聯誼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年度 
候補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增加社員委員會主委、

健康活動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服務夥伴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年度 理事、國際年會計劃委員會主委、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理事、公關委員會主委、職業成就獎委員會主委、節目委員會委員、慶祝百

週年紀念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年度 
當然理事、秘書、社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增加社員委員會主委、慶祝百週年

紀念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理事長、社長 

2006-2007 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年度 理事、高爾夫球主委、膳食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膳食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膳食

主委 

<<地區經歷>> 

2002-2003 年度 第 3490 地區地區年會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09-2010 年度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第 3490 地區台灣地圖計劃委員會主委、地

區年會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年度 第 3490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捐獻>> 

1992-1993 年度 捐獻保羅．哈里斯 U.S.＄1000 

1994-1995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貳萬元 

1995-1996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貳萬元 

1996-1997 年度 捐獻保羅．哈里斯 U.S.＄1000 

2002-2003 年度 捐獻保羅．哈里斯（指定根除小兒麻痺）U.S.＄1000 

2005-2006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參加國際扶輪會議>> 

2008-2009 年度 參加 2008 年台北扶輪研習會 

2009-2010 年度 參加 2009 年菲律賓馬尼拉扶輪研習會 

2010-2011 年度 參加 2010 年曼谷扶輪地帶研習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林同仁(James) 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建築租賃 

現    任： 亞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地    址： 板橋區莒光路 215 號 

電    話： (02)2257-0156 

傳  真： (02)2259-5886 

手    機： 0933-132-380 

E-Mail： james.top1@msa.hinet.net 

<<扶輪社經歷>> 

1993 年 4 月 12 日 入社為板橋西區扶輪社創社社員 

1993-1994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 

1994-1995 年度 理事、助理會計 

1995-1996 年度 理事、會計、節目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年度 
理事、第二副社長、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世界社會

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7-1998 年度 理事、第一副社長、社務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 

1998-1999 年度 社長、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年度 理事、顧問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年度 理事、榮譽出席顧問、職業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 

2003-2004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出席委員會主委、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出席委員會委員、社刊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理事、扶輪家庭委員會委

員 



 

 

2008-2009 年度 姐妹會委員會委員、中華基金發展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年度 
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服務計畫委員會委員、中華基金發展委員會委員、 

節目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持理事 

<<地區扶輪經歷>> 

2001-2002 年度 國際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2-2003 年度 國際間關係委員會主委 

2003-2004 年度 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營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年度 地區扶輪義工活動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扶輪基金資訊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年度 地區扶輪義工活動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前受獎人小組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 年度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年度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徐沛晴(Kelly) 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中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進出口 

服務單位： 德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61 巷 26 號 

電    話： (02)2957-6437 

傳    真： (02)2953-4503 

<<地區扶輪社經歷>> 

2009-2010 年度 地區扶輪寶眷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扶輪社經歷>> 

1995 年 6 月 22 日加入板橋中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 

1995-1996 年度 社員委員會委員、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年度 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雜誌委員 

1997-1998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職業認識委員會委員、保羅哈里斯捐獻人 

1998-1999 年度 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職業成就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年度 出席委員 

2001-2002 年度 糾察、社員委員會委員、國際青少年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2-2003 年度 助理糾察、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副社長、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保羅哈里斯捐獻人 

2004-2005 年度 理事、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保羅哈里

斯捐獻人 

2006-2007 年度 理事、社長、保羅哈里斯捐獻人 

2007-2008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主委、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扶輪

基金委員會委員、社務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服務計劃委員會委員、前受獎人委

員會主委、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9-2010 年度 
理事、助理秘書、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服務計劃委員會

委員、前受獎人委員會主委、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助理秘書、社員委員會主委、前受獎人委員會主委、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第二十五屆(2011~2012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 
 

理      事：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劉炳宏、張正鳴、陳嘉偉、謝堂誠、 

李榮鏗、邱仁賢、林金結、劉炳華、吳振斌、林同義、黃文龍。 

社      長：黃文龍 

社長當選人：謝堂誠 副社長：李榮鏗 

秘      書：吳振斌 助理秘書：賴建男  

糾      察：林金結 助理糾察：張富逸 

會      計：張正鳴 助理會計：陳萬祥 

   

甲、 社員委員會主委：劉炳宏 

 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郭昭貴 委員：賴建男、何文章 

 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洪敏捷 委員：陳萬祥、邱顯清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邱明政 委員：謝堂誠 

 顧問委員會主委：江基清 委員：邱明政、李水日、黃明志、郭祐福、郭道明、

葉進一、薛松茂、吳振斌、王世原、黃文龍、

郭昭揚、洪敏捷、林同義、張茂樹、鄭德文、

黃伯堯、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程文金。

 防止社員流失特別行動小組主委：黃伯堯 

 

乙、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李榮鏗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吳晉福 委員：游章杰 

 扶輪義工委員會主委：李水日  委員：劉燈發、張正鳴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邱仁賢  委員：章明仁、陳偉信 

 人類發展委員會主委：王信興 委員：劉孟賜 

 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陳騰駿 委員：周肇原  

 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王世原 委員：曾百麒 

 服務夥伴委員會主委：鄭德文 委員：曾韋傑  

 扶輪青年服務團主委：江基清 委員：林同義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郭祐福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委員：羅國龍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郭道明 委員：羅致政 

 日本高田東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張茂樹  

 馬來西亞 AMPANG 姊妹社服務委員會主委：郭昭揚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鄭德文  委員：陳騰駿 



 

                                       

丙、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林同義 

 前受獎人委員會主委：賴光明 

 年度捐獻委員會主委：黃明志 

 獎助金委員會主委：陳萬祥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主委：張宏陸  

 永久基金委員會主委：邱仁賢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委員會主委：羅國龍  

 獎學金委員會主委：陳明忠 

 

丁、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張富逸 

 

戊、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謝堂誠 

 出席委員會主委：許國騰 委員：薛松茂  

 社刊委員會主委：葉進一 委員：謝鑫浩 

 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吳得利 委員：張宏陸 

 雜誌委員會主委：陳嘉偉 委員：王信興 

 節目委員會主委：林忠慶 委員：周正義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程文金 委員：楊耀程 

 乒乓球委員會主委：連耀霖 委員：陳嘉偉  

 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張正鳴 委員：吳得利  

         
 
 
 
 
 
 
 
 
 
 
 
 
 
 
 
 
 
 
 
 
 



 

 
 

第二十四屆(2010-2011 年度)榮譽榜  
社務功勞獎 

社長：江基清(AL) 社員委員會主委：陳萬祥(Roberta) 

秘書：謝堂誠(Land)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邱明政(Masa) 

糾察：洪敏捷(ENT)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郭祐福(Fuku) 

會計：劉燈發(CPA)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黃伯堯(Jack) 

聯誼主委：陳嘉偉(Junior)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黃文龍(Wood) 

出席主委：張正鳴(Jason)  

節目主委：吳晉福(Dental)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吳振斌(Tea)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張富逸(Eric)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張茂樹(Shige)  

理事獎 

江基清(AL) 程文金(Cathay) 劉燈發(CPA) 洪敏捷(ENT) 

張富逸(Eric) 郭祐福(Fuku) 李水日(George) 黃伯堯(Jack) 

謝堂誠(Land) 邱明政(Masa) 陳萬祥(Roberta) 張茂樹(Shige) 

林金結(Stainless) 吳振斌(Tea) 黃文龍(Wood)  

捐款績優獎 

江基清(AL) 張富逸(Eric) 陳萬祥(Roberta) 邱明政(Masa) 

劉炳華(Stock) 李水日(George) 郭昭揚(James) 郭道明(Trading) 

黃文龍(Wood) 程文金(Cathay) 邱仁賢(Sunny) 洪敏捷(ENT) 

謝堂誠(Land) 吳晉福(Dental) 郭祐福(Fuku)  

前社長獎 

邱明政(Masa) 李水日(George) 黃明志(Long) 郭祐福(Fuku) 

郭道明(Trading) 葉進一(First) 薛松茂(Sun-Rise) 吳振斌(Tea) 

王世原(King) 黃文龍(Wood) 郭昭揚(James) 洪敏捷(ENT) 

林同義(Tony) 張茂樹(Shige) 鄭德文(Just) 黃伯堯(Jack) 

劉炳華(Stock) 李榮鏗(Smile) 張富逸(Eric) 程文金(Cathay) 



 

出席績優獎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二十四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李水日(George)  薛松茂(Sun-Rise)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二十三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郭昭揚(James)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二十一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邱仁賢(Sunny)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二十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陳騰駿(Handsome)  張茂樹(Shige)  林同義(Tony)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九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洪敏捷(E.N.T.)  葉進一(First)  陳嘉偉(Junior)  鄭德文(Just) 

 王世原(King)  吳振斌(Tea)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八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黃伯堯(Jack)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七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程文金(Cathay)  許國騰(Life)  邱明政(Masa)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六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羅國龍(Lobo)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四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郭祐福(Fuku)   郭道明(Trading)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三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黃明志(Long)  吳得利(Polo)  黃文龍(Wood)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二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張富逸(Eric)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十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王信興(Gary)  李榮鏗(Smile)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八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連耀霖(Lawyer)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六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謝堂誠(Land) 陳萬祥(Roberta)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五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劉炳宏(Hero)  劉炳華(Stock)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二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江基清(AL)   

【二○一○-二○一一年度連續一年出席百分之百之社友】 

張正鳴(Jason)   



 

保羅哈理斯捐獻獎 

葉進一(First) 郭祐福(Fuku) 李水日(George) 鄭德文(Just) 

吳振斌(Tea)    

永久基金捐獻獎 

江基清(AL)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獎 

游章杰(Abula) 張富逸(Eric) 吳晉福(Dental) 王信興(Gary) 

郭昭揚(James) 劉炳宏(Hero) 謝堂誠(Land) 羅國龍(Lobo) 

陳明忠(Picasso) 吳得利(Polo) 陳萬祥(Roberta) 邱仁賢(Sunny) 

劉炳華(Stock) 林同義(Tony) 郭道明(Trading)  

推薦新社友獎 

江基清(AL) 張富逸(Eric) 黃伯堯(Jack) 曾百麒(Power) 

邱仁賢(Sunny)    

新社友獎 

張宏陸(Aero) 林忠慶(Archi) 劉孟賜(Bright) 章明仁(Duval) 

楊耀程(Frank) 謝鑫浩(Investor) 周正義(Justice) 羅致政(Master) 

賴建男(Otoko)    

打造社區連結世界獎 

 
郭昭貴(Bank) 賴光明(Herbert) 周肇原(Jeremy) 曾韋傑(Jerry) 

內輪會獎 

會長：徐文美女士 秘書：顏美淑女士 

扶青團獎 

團長：劉力華小姐 秘書：顏伊聯先生 

  

 

 



 

 

第二十四屆(2010-2011 年度)大事記要 
 
 

日期 例會數 內容 

99.07.04 1205 第二十三、二十四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員交接典禮假擔仔麵海鮮餐廳舉行。

  新社友劉孟賜(Bright)入社。 

99.07.10 1206 社務行政會議。 

  七月份理事會。 

99.07.17 1207 「口腔保健知多少」祐康醫療聯盟醫師 林盧佑先生。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 

99.07.20  三重扶輪社授證四十八週年假台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舉行。 

  第 24 屆內輪會社長夫人徐文美宴請中午十二時假聚火鍋板橋環球店舉行。

99.07.22  訪問板橋扶輪社。 

99.07.24 1208 
「淺談櫃買市場與 ECFA」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 陳

樹先生。 

  公共關係研習會下午一時假台北縣政府 507 會議室舉行。 

99.07.25  
台北縣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第一次社秘會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

議室舉行。 

99.07.29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永和市國光路舉行。 

99.08.01 1209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爐邊會議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

舉行。 

  新社友林忠慶(Archi)入社。 

99.08.02  
3480、3490、3520 三地區歡迎 RI 社長當選人 Kalyan 伉儷蒞台下午六時假

台北國賓飯店十二樓舉行。 

99.08.07 1210 「吃出頭好壯壯」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 陳政雄先生。 

  八月份理事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99.08.14 1211 「快樂的條件」中原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鄭谷苑小姐。 

99.08.21 1212 地區總監賴正時 Victor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99.08.22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飆舞大賽兒少權益宣導下午一時假台北市信

義區香堤大道廣場舉行。 

99.08.28 1213 社務討論會。 

  社區服務-捐贈創世基金會蒸痰機二台。 

99.08.29  
社區服務-捐贈台北縣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防滑鞋、救生衣暨表揚志

工上午九時假三峽大阪根舉行。 

99.08.30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賽上午十一時假大溪鴻

禧高爾夫球場舉行。 

  板橋東區扶輪社第 24 屆第一次內輪會中午十二時假豐華小館舉行。 

  社務討論會。 

99.09.04 1214 
「國寶藝術精華賞析與創意商品設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

究所助理教授黃美賢小姐。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下午一時假台北縣政府 507 室舉行。 

  九月份理事會。 

99.09.05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第二次社秘會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

議室舉行。 

99.09.07  
第 24 屆第一次內輪會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台北市喜來登飯店一樓十二廚

舉行。 

99.09.12 1215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海

釣族餐廳二舉行。 

99.09.18 1216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清潔活動假承天禪寺舉行 

99.09.25 1217 秋季旅遊-苗栗竹美山閣二日遊。 

99.10.02 1218 
「個人化醫學-以個人為基礎的疾病預防與治療」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教授 沈志陽先生。 

  十月理事會。 

99.10.09 1219 適逢雙十節休會乙次。 

99.10.16 1220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 

99.10.23 1221 「減壓與滋養」新北市生命線協會主任 楊曉青小姐。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生命線協會印製防止自殺漫畫版手冊五萬元。 

99.10.27  職業服務-參觀國家太空中心、台塑養生文化村。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貧困孩童。 

99.10.30 1222 社務討論會。 

  新社友章明仁(Duval)入社。 

99.11.06 1223 「從咖啡樹到一杯咖啡」味全公司外食部協理 呂銘恭先生。 

  新北市扶輪社蒞臨訪問。 

99.11.07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五扶輪社第三次社秘會下午二時假六扶輪社會

議室舉行。 

99.11.08  三重中央扶輪社授證二十二週年假六福皇宮 B3 永樂宮舉行。 

99.11.09  新泰扶輪社授證二十三週年假新莊國際宴會廳舉行。 

99.11.13 1224 「亞洲經濟發展趨勢」前財政部部長 呂桔誠先生。 

  十一月份理事會。 

  第二十四屆顧問委員會。 

  3490 地區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假花蓮美崙飯店舉行。 

99.11.20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登山上午八時假三峽大板根森林

園區舉行。 

99.11.21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國小第二十屆書法比賽決賽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光

復國中舉行。 

  
社區服務-十六扶輪社聯合舉辦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種子教師研習會上午

八時三十分假樹林國小舉行。 

99.11.30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第二次聯合高爾夫球賽上午十時假旭

陽球場舉行。 

  
社區服務-十六扶輪社聯合舉辦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種子教師研習會上午

八時三十分假中山國中舉行。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一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99.12.04 1227 「分享這是咱的扶輪社創作心路歷程」詞曲創作人 黃建銘先生。 

99.12.07  
板橋東區扶輪社第 24 屆第二次內輪會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欣葉日式自助

料理舉行。 

99.12.11 1228 常年大會選舉第二十五屆理事當選人。 

  社區服務-捐贈台灣慈幼會五萬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十二月份理事會。 

  第二十五屆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99.12.12  
國際服務-捐贈雙和醫院急救醫療推床七張上午八時三十分假雙和醫院舉

行。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上午十時假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行。 

99.12.18 1229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國小第二十屆書法比賽頒獎典禮假社館舉行。 

  十二月份臨時理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慈善音樂會下午七時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舉行。 

99.12.22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捐贈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550 份聖誕禮物。 

99.12.25 1230 社務討論會。 

99.12.28  國際服務-贊助 2011 年法國里昂世界盃點心大賽選手。 

100.01.01 1231 適逢元旦假期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100.01.06  
國際服務-接待國際扶輪 2830 地區日本高中學生來台晚會下午六時三十分

假板橋典華會館舉行 

100.01.07  
社區服務-贊助江翠國小特教班乘著高鐵去圓夢計劃上午八時三十分假板

橋火車站舉行。 

100.01.08 1232 「抗衰老醫學的昨日、今日與明日」安法診所院長 王桂良先生。 

  台北安東扶輪社蒞臨訪問。 

  一月份理事會。 

  
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下午一時三十分假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

行。 

100.01.15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聯合例會中午十二時假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舉行。 

「台灣歌謠之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任卓甫見先生、教授麥韻篁

先生。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第四次社秘會下午四時假板橋擔仔麵

餐廳舉行。 

100.01.22 1234 「品德教育融入生活之中」新北市自強國中校長 李永旭先生。 

  一月份臨時理事會。 

100.01.29 1235 社務討論會。 

100.02.05 1236 適逢春節休會乙次。 

100.02.13 1237 慶祝春節女賓夕暨第三次爐邊會議下午六時假板橋擔仔麵餐廳舉行。 

  新社友張宏陸(Aero)入社。 

100.02.19 1238 「新繼承法實務問題」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 李文中先生。 

 



 

 
  二月份理事會。 

100.02.20  蘆洲扶輪社授證二十四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國賓飯店舉行。 

100.02.24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賽上午十時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100.02.25  五股金鐘扶輪社授證六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2.26 1239 社區服務-保護生態復育香魚上午十時假坪林鄉消防局前舉行。 

  適逢二二八假日休會乙次。 

100.03.03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中和吉立餐廳舉行。 

100.03.05 1240 「身體活動與癌症預防」馬偕醫院台北院區營養師 趙強先生。 

  新社友周正義(Justice)入社。 

  三月份理事會。 

  五工扶輪社授證十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新莊國際宴會廳舉行。 

100.03.06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十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珍豪大飯店舉行。 

100.03.08  
第 24 屆第三次內輪會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夏慕尼新香榭鉄板燒板橋民生

店舉行。 

100.03.09  板橋群英扶輪社創社授證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典華會館舉行。 

100.03.11  新莊扶輪社授證三十四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花園酒店舉行。 

100.03.12 1241 
「探索 AMPK 在粒線體疾病致病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陽明大學生化暨分

子生化所博士班學生吳旭倍先生。 

  第二十五屆理事當選人第二次會議。 

100.03.17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100.03.19 1242 「魔術讓生活更有趣」樂奇屋企業社負責人 林朝盟先生。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 

100.03.20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第五次社秘會下午三時假六社會議室

舉行。 

100.03.23  頭前扶輪社授證二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3.24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七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雲林鵝肉城舉行。 

100.03.26 1243 社務討論會。 

  三月份臨時理事會。 

  社長當選人研習會上午九時假蘭城晶英舉行。 

100.03.27  三重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4.02 1244 適逢清明節休會乙次。 

100.04.07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二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4.09 1245 
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一屆地區年會上午十一時假台北圓山大飯

店舉行。 

100.04.15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授證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4.16 1246 春季旅遊-礁溪長榮鳳凰二日遊。 

100.04.23  
「G9a 與 Naa10p 在人類肺癌細胞移行及轉移之機制探討」國立台灣大學毒

理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華國泰先生。 

  四月份理事會。 

  地區講習會上午九時假宜蘭大學舉行。 

100.04.24  社長當選人 P.P.Wood 伉儷宴請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麵餐廳舉行。 

100.04.27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十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5.01 1248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下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舉行。 

  新社友謝鑫浩(Investor)、楊耀程(Frank)、賴建男(Otoko)入社。 

100.05.03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十八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海霸王餐廳舉

行。 

100.05.04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十六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新莊富基時尚會館

舉行。 

100.05.05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十六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晶宴會館板橋館舉

行。 

100.05.07 1249 「台灣看天下-解讀國際新聞」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羅致政先生。 

  五月份理事會。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上午九時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行。 

100.05.11  三重千禧扶輪社證十一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三重彭園餐廳舉行。 

100.05.13  五股扶輪社授證十六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5.14 1250 
「粒線體雌激素受體對子宮內膜細胞的保護作用」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

研究所博士學生 廖恬琳小姐。 

100.05.21 1251 授證籌備會議。 

100.05.29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六次社秘會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樹林

海產大王舉行。 

100.05.31 1252 
接待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歡迎宴暨第五次爐邊會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吉立餐廳舉行。 

100.06.01 1253 本社授證二十四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行。 

  新社友羅致政(Master)入社。 

100.06.04  地區社員研習會上午十時花蓮美崙大飯店舉行。 

100.06.10  板橋扶輪社授證四十四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典華餐廳舉行。 

100.06.11 1254 「齊白石其人其藝賞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白適銘先生。 

  樹林芳園扶輪社蒞臨訪問。 

  六月份理事會議。 

100.06.16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一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海霸王餐廳舉行。 

100.06.17  三峽扶輪社授證十三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典華餐廳舉行。 

100.06.18 1255 「台灣農業困境與發展」248 農學市集召集人 楊儒門先生。 

  六月份臨時理事會議。 

100.06.19  板橋北區輪社授證二十七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海釣族舉行。 

100.06.20  第 24 屆第四次內輪會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饗食天堂京站店舉行。 

100.06.22  樹林扶輪社授證三十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海產大王舉行。 

100.06.24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八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 

100.06.25  蘆洲湧蓮扶輪社授證三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蘆洲典華餐廳舉行。 

100.06.26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十四週年慶典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海霸王餐廳舉

行。 

100.06.25 1256 
「中草藥毛茛之萃取物對沙門氏菌之影響」中興大學獸醫病理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 郭哲軒先生。 

100.06.26  
土城中央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海霸王

餐廳舉行。 

100.06.27  土城扶輪社授證二十八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中和吉立餐廳舉行。 

100.06.28  鶯歌扶輪社授證十五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金龍鳳餐廳舉行。 

100.06.30  樹林扶輪社授證三十週年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水產餐廳舉行。 



 

 

卸任社長 江基清(AL) 感言 
 
    

 
 

 

 

 

嗨！莎喲娜拉～六月三號下午三點多、和從日本來訪，參加本社授證的高田東姐妹社社長、

社友揮手道別後。戰戰兢兢地做了一年社長，第一次有「卸任在即」的感覺。  

人近五十、我一直有個遺憾，大學時不用功，沒有繼續深造攻讀碩士，但這一年來的總總經

歷，讓我修了一門「扶輪大學」「社長研究所」的課 ，我由衷的感謝今年度的全體理事會理事們、

職員幹部、前社長、社友和夫人們，對 AL 和內人文美一邊「牽教」、一邊「相挺」。    

五年多前，我從台北安東社轉到板橋東區扶輪社，這個「轉學生」在社內沒歷練過任何重要

職位，能夠平順圓滿的完成社長職責，這証明了我們板橋東區社的體質多麼健全。   

下屆社長 P.P.Wood 是本社創始社員，第十二屆社長，2OO9～2010 擔任本分區助理總監，本

社為期盼他「更上層樓」，特別敦請他「回鍋熱身」，我深信 P.P.Wood 經商有成、社團經歷豐富，

板橋東區社在他未來一年領導之下，必創高峰。     

至於我，這個年度成為輔導主委（IPP），Wood 當社長，他是 A 咖領軍，我要「ㄞ」的機會

渺茫，倒是對於我任內加入的九位新社友，如何進一步「投入扶輪」和「加強彼此聯誼」，AL 願

盡棉薄之力…感謝大家！給了我人生，最忙碌、最充實、最美好的一年！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邱顯清 社    名：Coach 

出    生：40.04.20 

職業分類：體育器材 

服務單位：樹奕體育工程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2-22590365 

行動電話：0933-070-839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 189 巷 1 號 

住家電話：02-82510078 

住家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68 號 1 之 1 

介 紹 人：黃文龍  
 姓    名：何文章 社    名：Decor 

出    生：49.06.18 職業分類：室內裝璜業  

夫人姓名：廖淑麗 

夫人生日：53.11.29 結婚日期：77.01.02 

服務單位：力象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2-22689638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 115 巷 22 號 1 樓 

住家電話：02-22500772 行動電話：0928-231-667 

住家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 63 號 26 樓  

介 紹 人：黃文龍  
 姓    名：陳偉信 社    名：Toms 

出    生：47.08.08 職業分類：教育  

夫人姓名：林春鳳 

夫人生日：50.06.04 結婚日期：75.09.28 

服務單位：土城國小 

公司電話：02-22700177#132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 17 號 

住家電話：02-22650957 行動電話：0933-828-692 

住家地址：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 47 巷 4 號 5樓 

介 紹 人：黃文龍  
 



 

 
 

本週節目 
七月二日/第 1257 次例會 

為舉辦【本社第二十四、二十五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故延至七月三日(星期日)舉行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五樓 

 時間：註冊聯誼-上午 11 時、鳴鐘開會-下午 11 時 30 分 

 

 

下週節目 
七月九日/第 1258 次例會 

 社務行政會議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夫人(35.07.0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社長、秘書名錄 
 

地區總監：蕭慶淋 Andy   

地區秘書：李貴發 G.M. 

新北市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林同仁 James 

地區副秘書：徐沛晴 Kelly 

板    橋扶輪社社長 李明川 Water 板    橋扶輪社秘書 陳福源 Gas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陳火昇 Fusen 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 楊文賓 Banker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黃文龍 Wood 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吳振斌 Tea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林繼鐘 John 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 陳清祥 Flame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林賢宗 Insurance 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 朱孝彬 A-Bin 

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邱梅桂 Rose 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 吳育玲 Vivi 

新 北 市扶輪社社長 陳麗寬 Rebekah 新 北 市扶輪社秘書 藍麗雲 Migi 

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陳明理 Ali 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 蔡志誠 Scott 

新北市第四分區 

助理總監：李昇穎 Sign 

地區副秘書：詹弘剛 Giant 

樹    林扶輪社社長 謝銘庚 Nicca 樹    林扶輪社秘書 宋克強 Steel 

鶯    歌扶輪社社長 許元和 Tony 鶯    歌扶輪社秘書 黃天儀 Master 

樹林芳園扶輪社社長 林珠美 Janice 樹林芳園扶輪社秘書 辜淳秦 Fendi 

大 漢 溪扶輪社社長 劉岳平 Banker 大 漢 溪扶輪社秘書 洪字紘 Titan 

福利旺扶輪社社長 李淑瓊 Diana 福 利 旺扶輪社秘書 陳員 Alice 

新北市第七分區 

助理總監：廖晉寬 Test 

地區副秘書：張鎮臺 Security 

土    城扶輪社社長 林清河 Press 土    城扶輪社秘書 曲國棟 Dentist 

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長 楊大中 Valve 土城中央扶輪社秘書 張茂蓮 Accountant 

三    峽扶輪社社長 呂建誠 James 三    峽扶輪社秘書 竇憲宗 Peter 

土城山櫻扶輪社社長 王素珍 Jenny 土城山櫻扶輪社秘書 周秋雲 Wini 
 



 

 
 

扶輪頌 

(一)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 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二)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t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洋，扶輪社中， 

總愛歌唱，好叫客人心歡暢，一見總監大家歡暢， 

希望總監有同感!請將扶輪精義闡明，若有指示亦請講。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我們歡迎 Ro-ta-ri-an，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請帶些愉快回家去，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請進來 Ro-ta-ri-an，請再來。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歌 

 板橋東區  板橋東區  國際 RO TA RY 

 青春活力  樂觀進取  相聚在一起 

 貢獻智慧  服務社會  人生更美麗 

 板橋東區  板橋東區  國際 RO TA RY (唱二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