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吳維豐 David 蒞臨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12:3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五大委員會主委、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委、國際主委、 

青少年主委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羅國龍 Lobo 

 (2)介紹貴賓……………………………………… 聯誼 洪敏捷 P.P.ENT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 周大堯先生

社區服務主委 邱仁賢 Sunny 

 (4)秘書報告……………………………………… 秘書 劉炳宏 Hero 

 (5)糾察活動……………………………………… 糾察 張正鳴 Jason 

 (6)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簡哲雄 A.G.Oral 

 (7)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吳維豐 D.G.David 

 (8)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吳維豐 D.G.David 

 (9)致贈紀念品…………………………………… 社長 羅國龍 Lobo 

 (10)出席報告……………………………………… 出席 陳嘉偉 Junior 

 (11)紅箱報告……………………………………… 糾察 張正鳴 Jason 

 (12)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社長 羅國龍 L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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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現，

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0 日   第 1367 次例會 

 

 代理社長 P.P.First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激勵演說家林俊良先生、來賓 

Automotive Beauty Factory 葉奕聖先生、靜 

思牙醫診所醫師呂仁團先生、領唱老師張智 

瑩小姐蒞臨本社。 

本週壽星 P.P.Eric 夫人，生日快樂! 

本週 Kevin 結婚 27 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Duv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屆時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第 1368 次例會，為

地區總監 David 蒞臨公式訪問，屆時敬

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總監致贈之

紅色領帶出席會議。 

(3)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社友子

女金榜題名者，謹訂於九月一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舉行。 

(4) 社友子女、孫子女若本年度金榜題名

者，請告知余 s以利九月一日爐邊會時

勉勵各位莘莘學子。 

(5) 第二分區聯合清潔日活動，謹訂於九月

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站前

廣場(板橋火車站北門)集合、打掃周遭

環境，中午十二時假土城海霸王共同聚

餐，為準備早餐、午餐桌數，敬請全體

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6) 職業服務-參觀總統府、台北賓館、立法

院，謹訂於十月三日(星期四)上午八時

二十分假社館、馥華飯店集合出發。敬

請社友伉儷踴躍報名。 

 Bright 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俊良先生 

   現職：台灣國際身心靈研究發展學會理事 

         長、激勵演說家 

經歷：台灣教育圓審定合格大學講師、 

美商麥當勞資深督導營運顧問、 

心理諮詢師、高級營養師、 

廣播金音獎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人脈就是錢脈 

  

 

 

 

 

 

 

 

 

 

激勵演說家 林俊良先生 

這堂課我們先約定… 

忘記年紀、忘記職位、忘記道理…真理。 

講真話 

要有肚量 

真心來交陪 

人字容易卻難做，人字簡單卻難懂。 

努力一定會成功嗎? 

【人脈】：我相信，你我今天認識，上輩子就約

好了，握個手換張名片。 

【貴人】：你我認識不是巧遇。 

向 100 個幫助過你的人衷心感恩 

你的一切夢想，是你衷心期盼並且渴望實現的，

那麼整個宇宙都會聯合所有貴人的力量來幫助

你。 

不論你的夢相是是什麼? 

相信都有貴人來幫你! 

無形的三面巨牆讓你人際關係無法拓展 

抱怨是部無形的垃圾車，製造垃報、搬運垃圾，

無法清理垃圾。 

妒嫉是團隊中的癌細胞。 

不知道緣份要強求! 

人與人緣份三要素 

能否幫我再成長。 

逆境低潮的陪伴。 



在一起有何願景。 

 代理社長 P.P.First 代表本社致贈林俊良先

生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狀況、紅箱收入情形。 

 代理社長 P.P.First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郭道明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7 第 1371 次例會，提前至九月一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 

餐廳舉行「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者」。 

        09/14 第 1372 次例會，「抒壓慢活的夏 

威夷-青春 Hula 一下遠離酸痛」舞蹈瑜 

珈老師 廖婉雅小姐。 

        09/21 第 1373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09/28 第 1374 次例會，社區服務-新北 

市第二分區扶輪社聯合世界清潔日假 

板橋火車站舉行。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年度社友子女金榜題名獎學金、紀念 

品。請討論。 

決  議：獎學金(研究所、大學 5,000 元，專科、 

高中 3,000 元)，紀念品 500 元。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是否主辦 2014-2015 年度 3490 地區公 

共形象研習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訪問板橋扶輪社 

時間：8月 8日(星期四)12:30 

地點：社館 

 

 

 

 

 

 

 

 
 
 
 

社長 Lobo 準備茶葉致贈板橋社社長 Lawyer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大隊救生器材暨表揚志工 

時間：8月 11 日(星期日)09:00 

地點：三峽大板根森林遊樂園區 

時序進入夏季，我們都曾經在全省各河海域

看見身穿紅色短褲的紅十字會救生員，站在

岸邊守護著遊客的安全。多年來紅十字會為

台灣培育了數以萬計的水上安全救生尖

兵，更挽回了無數個寶貴的生命，所以當大

家說到紅十字會的救生員時，都會豎起大拇

指說“讚”。本社，感謝也敬佩這些志工人

員們堅持守護遊人安全!!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致贈浮潛三寶 

「蛙鞋、面鏡、呼吸管」乙批 



社區服務-認養家庭扶助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姓名 年齡 鄉鎮 近況 

林韋宏 18 中和區 

韋宏的母親在大賣場工作，哥哥為身心障礙者，母親為了照顧哥哥，身心疲累，

但也養成韋宏獨立的個性。韋宏就讀公立高中，課業繁重，但平常能自主念書，

不須母親擔心，課業成績亦能保持中等。因韋宏即將升上高中三年級，目前全力

專注於課業中，希望將來能就讀公立大學，減輕母親的負擔。 

潘馨瑜 21 烏來區 

馨瑜今年從耕莘健康管理學院五專畢業，報考長庚幼保系二技，目前是備取，同

時也報考台南應用科大幼保系，若考上會前往就讀，如果沒考上就準備補習考公

務員，屆時會辦理停扶。 

傅朝陽 14 三重區 

朝陽是獨生子,嬤嬤因為精障無法工作,但媽媽為了朝陽每天努力復健,每天下午

都去公園運動,也穩定就醫;朝陽今年即將上國三,朝陽決定高中要就讀高職餐飲

科,暑假期間,為了推甄,跟同學到學校附近做社區服務,希望能推甄上自己喜歡的

學校。 

胡惠玲 16 泰山區 

惠玲 9月升高職二年級，就讀美術班，沒有補習，憑著不服輸的精神，努力學習，

成績維持在班上前三名。家庭經濟依舊靠母親在工廠工作所得維持，父親已開始

試著與親友一起從事清潔打掃臨工，雖能力不好，但惠玲母親希望其父親能與人

群接觸，不要整日關在家中。惠玲有一位弟弟，9月將升高職一年級。 

顏嘉伶 12 三重區 

嘉伶今年國小畢業，將升上國中一年級，其個性活潑，是家中的開心果。目前家

中經濟仍仰賴嘉玲母親一人在工廠工作，然母親患有 C肝，體況不佳，經常請假，

也因而影響家庭收入，所幸嘉伶非常乖巧，除了幫忙家務之外，也經常會說些有

趣的是話逗母親開心。嘉伶還有一位姊姊，今年要升國中二年級。 

林子安 20 板橋區 
子安個性較為木訥，平時生活多半以學校和課業為主，母親鼓勵他試著找打工，

但因子安外祖父母年歲已高，行動上較不方便，由於子安是男生，所以請他留在

家中幫忙外祖父母提菜、倒垃圾、跑腿等，子安是個貼心的孩子，從不抱怨。 

林子蓉 19 板橋區 

子蓉個性乖巧獨立，去年底在住家附近的早餐店找到一份穩定的打工機會，子蓉

工作認真勤奮，獲得老闆肯定，隨著工讀生接續離職，子蓉已經變成最資深的工

讀生了，並且可以教導新人，子蓉課業學習上也頗為認真努力，學業從不讓母親

操心。 

蔡順吉 19 南投市 
順吉個性乖巧懂事，目前升大學二年級。課業狀況均穩定，且會利用課餘時間外

出尋找打工機會，補貼家中之生活開銷。平時喜歡打籃球的順吉，也常會利用閒

暇時間到球場和同儕互相切磋球技，人際關係良好。 

許姜太懿 14 仁愛鄉 

太懿九月後升國中三年級，母親辛苦打零工維持家計，兄姐雖以就業，但尚未穩

定，收入有限，太懿看見家人們的辛勞，深知自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課業

上有優異的表現，在校人際關係也很好，從不讓家人擔心，太懿不只學業上表現

好，也很會畫畫。新的學期，母親為了讓太懿有更好的教育資源，與太懿討論後，

讓太懿到台中念書與兄姐一起生活，因母親希望不要浪費太懿念書的天份，即使

辛苦也要讓太懿接受更好的資源。 

林瑋煦 14 埔里鎮 

瑋煦乖巧懂事，今年暑假後將升上國中二年級，瑋煦自幼由祖父母協助照顧，原

住仁愛山上，但國小五年級時，姑姑考量祖父母年邁，且對孩子教養過於溺愛，

因此將孩子接到埔里照顧，假日才會返回仁愛陪伴祖父母，瑋煦課業普通，喜歡

打球，平時自己騎腳踏車上放學，跟表弟妹感情良好，也會一同上教會。 

吳啟菖 24 北投區 
啟菖的媽媽在便當店工作，為家裡主要經濟來源。啟菖在家排行老大，目前在雲

林攻讀電機研究所，最近皆在學校寫報告，幾乎沒有暑假可言，更無法撥空打工，

生活充實，啟菖預計再半年就可以畢業了，屆時將會辦理停止扶助。 

黃至筌 7 中正區 

至筌暑假過後升國小二年級，個性乖巧認真，在校與同學相處和諧，其學業成績

表現良好，並領有獎助學金。至筌母親在過去一年因家中變故，分身乏術，無法

周全照顧子女，為了讓孩子受到更好的照顧，因此將至筌與大妹以委託安置，協

請育幼院照顧，而至筌和大妹每到週末便返家與母親和么妹(2 歲)同聚。至筌母親

仍持續在捷運站附近擺攤賣地瓜，且已搬遷至政府設置的平價住宅，生活趨於穩

定，母親預計暑假結束後，結束委託安置，一家五口同聚生活。 



地區總監吳維豐(David) 簡介 

 

 
所 屬 社： 新莊中央扶輪社 

職業分類： 玻璃加工業 

出生日期： 1951 年 3 月 8日 

夫人姓名： 潘秀卿 

學    歷： 私立真理大學畢業 

現    職：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268 巷 24 弄 2號 

電  話： (02)2204-3388 

 E - M a i l : bravo243388@yahoo.com.tw 

<<社團經歷>> 

台灣省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省玻璃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理事 

<<扶輪社經歷>>  

2001 年 8月 21 日 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2002-2003 年度 社長當選人、理事、糾察、高爾夫球總幹事 

2003-2004 年度 社長、理事 

2004-2005 年度 理事 

2005-2006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6-2007 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7-2008 年度 前受獎人主委 

2008-2009 年度 環境保護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2011-2012 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2004-2005 年度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功能性教育能力提昇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副主委 

2007-2008 年度 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年度 
跨地區活動 3490 地區委員會主委、危機處理小組招集人副主委、跨地區植樹委員

會主委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授獎榮譽事項>> 

榮獲財政部 95 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創會理事長 

擔任新莊市中小學家長協會顧問副團長 

台北縣新莊分局偵查隊義刑分隊顧問 

參與捐贈復康巴士 
 



地區秘書長方明海(Speaker)簡介 

 
 
 

<<扶輪社經歷>> 

2001 年 8月 21 日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2001-2002 年度 理事、會計、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 年度 理事、會計 

2003-2004 年度 理事、秘書、社刊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 

2005-2006 年度 理事、社長 

2006-2007 年度 理事 

2007-2008 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8-2009 年度 社務服務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主委、WCS 主委、高爾夫球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出席 

2011-2012 年度 理事、社員主委 

2012-2013 年度 服務計畫主委、高爾夫球 總幹事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簡哲雄(Oral)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扶輪社 

夫人姓名： 林淑芬女士 

職業分類： 齒科醫 

現    職： 簡牙科診所院長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88 號 

電    話： 2967-8455 

傳  真： 2967-0178 

手    機： 0918-115-451 

E-Mail： patrictchien1229@hotmail.com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蕭百芳(Green)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北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不動產業 

現    職： 金門法律代書聯合事務所 

地    址： 板橋區金門街 31 巷 23 號 11 樓 

電    話： 2953-3366 

傳    真： 2958-3292 

手    機： 0910-236-139 

所 屬 社： 新莊中央扶輪社 

夫人姓名： 陳美惠 

職業分類： 音響零件製造業 

現    職： 啟商工業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 227 巷 15 號 

電    話： 2903-9309 

傳    真： 2906-9658 

手    機： 0932-946541 



社區服務-七社聯合清潔活動 

時間：9月 28 日(星期六)09:00 

打掃：新北市站前廣場及板橋火車站外圍 

程序：09:00 集合-板橋站前廣場 

(板橋火車站北門) 

        09:30 開始清潔環境 

        10:30 清潔完畢集合、AED 教學 

        11:00 清運垃圾 

        11:30 散會 

        12:00 土城海霸王餐敘 

備註：當日社友請穿著社長 Lobo 致贈之 

粉色 Polo 衫、夫人米白色背心出席。 
 

社區服務-贊助身心障礙人士

學習游泳復健活動 
時間：8月 18 日(星期日)09:30 

地點：板橋海山中學高中部游泳池 

(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 號) 

 

社區服務-頒發慈幼助學金 

時間：8月 25 日(星期日)15:00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城路 17 號) 

 

 

公共關係-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架設扶輪宣導看板 

架設時間：8月 8日(星期四) 

架設地點：冠君大飯店(板橋區重慶路 91 之 1 號) 

 
 
 
 
 
 
 
 
 
 
 
 
 
 
感謝板橋西區社社友劉炳杉(Bishop)無償提供場地，讓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板橋社、板橋北
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架設扶輪宣傳看板「服
務最多 獲益越大」、「參與扶輪 改變人生」。 

 

請推薦 2013-2014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 

一、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 

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付學 

費者，得申請獎助。 

四、申請日期：申請人於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連同有關

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如發現重複申請者，即取消其資格。 



本週節目 

八月十七日 

第 1368 次例會 

地區總監吳維豐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四日 

第 1369 次例會 

【板橋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江基清 

主  講  者：新北市勞工局局長 謝政達先生 

講      題：身障好幫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08月 10日   第 136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Herbert、Jeremy、Ming-Long 

Picasso、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Kevin、Tiger、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08月 10日   第 1367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49,500

Bright 2,000 Lobo 2,0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Otoko 2,000

Eric 3,000 Polo 1,000

First 3,000 Roberta 1,000

Jason 2,000 Smile 1,000

Just 500 Stock 2,000

King 1,000 Trading 2,000

Land 1,000  

小計：     $26,500 總計：    $176,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6,400

Handsome 5,200 Stock 7,700

Hero 7,700 Tiger 5,200

Junior 7,700  

小計：     $33,500 總計：     $189,900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議 

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彭園餐廳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39 號 4 樓) 

爐主：劉孟賜、邱顯清、楊耀程、郭祐福、 

李水日、周正義、謝堂誠、羅致政、 

張茂樹、劉炳華、邱仁賢、陳偉信、 

黃文龍 

第 27 屆內輪會 

時間：8月 28 日(星期三)12:30 

地點：新葡苑港式飲茶板橋大遠百店(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 號 9 樓) 

備註：社長夫人廖秀蘭女士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