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板橋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  1967 年 1 月 5 日  

R.I.核准日期：  1967 年 5 月 6 日  

授 證 日 期 ： 1967 年 6 月 10 日 

輔 導 社 ：  台北西區扶輪社 

褓 姆 ：  胡水旺前社長 

共同輔導社：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三重扶輪社 

輔 導 成 立 ：  樹林扶輪社、永和扶輪社、土城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板橋扶輪青年服務團  

姊 妹 社 ：  日本高岡扶輪社、日本戶田扶輪社、韓國水原扶輪社、菲律賓嗎拉汶扶輪社、

日本和歌山扶輪社  

兄 弟 社 ：  新竹科園扶輪社 

社 員 人 數 ：  82 名 

現 任 社 長 ：  薛銘鴻(Lawyer)一般律師 

現 任 秘 書 ： 江能裕(Family)房地產 

例 會 時 間 ：  每星期四中午 12：30～下午 2：00  

例 會 地 點 ：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辦 事 處 ：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網 站 ： www.pc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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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17 日   第 1368 次例會 

 

 上午十一時，地區總監 David、地區秘書
Speaker、地區財務長 Banker、助理總監
Oral、地區副秘書 Green 與社長 Lobo、秘書
Hero、社長當選人 Otoko 進行雙方會晤。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五大功能委員會主委及
職員，分別向地區總監 David 報告服務之規
畫與執行概況。地區總監 David 充份瞭解本
社現況及服務能力，也感謝本社對扶輪基金
捐獻以及寶眷計劃大力支持。 

 下午一時，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地區總監 David、地區總監夫人潘秀卿女
士、地區秘書 Speaker、地區秘書夫人陳美惠
女士、助理總監 Oral、地區副秘書 Green、
地區財務長 Banker、總監特別助理 Emma、新
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堯先生、社工林詩韻
小姐、大協科技門窗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平
先生、靜思牙醫診所醫師呂仁團先生、中華
民國美髮美容經營者聯誼會會長林振哲先
生、社長夫人廖秀蘭女士、秘書夫人董秀琴
女士、社長當選人夫人林淑容女士、P.D.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P.P.夫人陳雪鳳女士、
P.P.夫人顏美淑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
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
社友，我們歡迎您」。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

童捐贈儀式。由社長 Lobo、社區主委 Sunny

代表本社捐贈新台幣十四萬四仟元予家扶中

心認養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新北市家扶中

心主任周大堯先生，感謝本社十年來持續認

養弱勢家庭孩童，也代表家扶中心回贈本社

感謝旗、感謝卡片。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臨時理事會，

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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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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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Oral詳細介紹地區

總監 David 資歷。 

 地區總監 David 傳遞扶輪訊息： 

國際扶輪RI社長(2013-14年度)朗‧伯騰 Ron 
D. Burton，把扶輪服務及扶輪價值帶入你們
每一天的生活，由此你們就會開始看到你們
能發揮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  
我給你們的挑戰是「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你們選擇了配帶扶輪領章作為扶輪社員的責
任就落在你們肩上。  
RI 年度社長獎 
達成扶輪的策略目標作出貢獻並增加善行的 
影響力 
表揚達成成就目標-促進社員人數成長。  
扶輪基金會-人道服務。 
經營扶輪家庭-強化扶輪社之人脈。 
扶輪基金捐獻計劃  
年度計劃基金參與率 100% 。 
年度計劃基金平均每人美金 100 元以上。 
保羅哈里斯捐獻基金達 10％社友數以上。 
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 1000 美元以上。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會之永久基金。 
巨額捐獻每分區目標 3-5 位，捐獻達美金
壹萬元，總金額目標 20 萬美元。  
指定用途捐獻,衡量地區配合獎助金之申
請。 
年度計劃基金(APF)捐獻目標為 80 萬美元
或以上，此總計捐獻金額可用於 2016-2017
回饋於本地區申請配合獎助金、簡易獎助金
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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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各 10 名 
服務計劃  
運用年度地區獎助金  
職業訓練團隊計劃(VTT) 
亞太扶青會議(APRRC)  
扶輪友誼交換計劃(RFE)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 (RYE)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社員成長及留住率 
總社員成長至 3,800 人。  
鼓勵增加女性社員。 
增加新世代的扶輪社員。  
致力吸收前受獎人進入扶輪社。 
現職社員留住率 90％以上。 
社員淨成長率 15％以上。 



社員-寶眷社友及新社成立。  
鼓勵寶眷參加寶眷社友-目標為寶眷社友
人數 35%以上。  
鼓勵寶眷參加正式社員或成立新社。  
地區於今年度目標-計劃六個新社成立。 
首位-台灣籍社長!!2014-2015 年度總社社
長黃其光 Gary & 夫人姚世蕾在國際扶輪舞
台上能聽得到﹑看得到 『華文』歷史需要您、
我共同攜手創造! 
國際社區服務  
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畫（W.C.S.)，服務對
象：18 歲以下，遭遇越戰時期枯木劑等化學
藥劑所傷害的四肢不全的殘童。成立國際扶
輪愛心病房，協助 200 名貧困或肢障兒童完
成矯治手術 ，添購醫院復健設備總募款金額
為台幣 220 萬元與至善基金會合作。 
國際會議  
地帶研習會 2013.12.6-12.8 於台灣台北市
圓山飯店舉行。  
國際年會於 2014.6.11-6.4 於澳洲雪梨舉
行。 
地區研習&訓練會 
地區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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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地區扶輪基金研討會。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 
地區活動  
地區年會 2014.4.19-4.20 於大直典華。  
愛‧輪轉公益音樂會 2013.11.16 於新北市
政府前廣場。  
承蒙 3490 地區對我 David 的厚愛，將此重要
的職務付予我，我也絕對相信所有 3490 地區
的全體社友，將與我一起打拼，共創今年艱
鉅之任務。 

 地區總監 David 頒發地區委員會聘書予本社

各位前社長、社友。 

 社長 Lobo 伉儷，也代表本社回贈紀念品予地

區總監 David 伉儷、地區秘書 Speaker 伉儷、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Oral、第二分區地區副秘

書 Green 紀念品。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八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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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仁賢、郭道明。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來賓黃文平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 

        謹訂於九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 

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例會時進行入社 

儀式。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授證二十七週年紀念典禮謹訂於中 

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一日(星期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假中和吉立餐廳舉行。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 

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時間：8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認養」可以協助貧困或家庭破碎的兒童、

青少年獲得穩定的經濟補助，並經由專業的

社工人員提供就學、就業輔導及社會資源…

等各項服務，讓兒童在社區大眾的扶助下盡

早脫離貧困，進而自助自立。 

 

 

 

 

 

 

 
 
 
 
 

社長 Lobo、社區主委 Sunny 代表本社捐贈 

年度認養金 144,000 元予家扶中心 



榮任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地區委員會職務 

姓名 擔任職務 

邱明政 

P.P.Masa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副

主委 

李水日 

P.P.George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黃明志 

P.P.Long 

地區關懷老人委員會委員 

郭祐福 

P.P.Fu-Ku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委員 

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之最獎勵委員會諮

詢顧問 

葉進一 

P.P.First 

獎助金監督管理小姐委員會

副主委 

薛松茂 

P.P.Sun-Rise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吳振斌 

P.P.Tea 

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王世原 

P.P.King 

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副

主委 

黃文龍 

P.P.Wood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

員 

郭昭揚 

P.P.James 

跨地區活動 3490 地區委員會

委員 

洪敏捷 

P.P.ENT 

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副

主委 

姓名 擔任職務 

林同義 

P.P.Tony 

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委員 

張茂樹 

P.P.Shige 

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委員 

鄭德文 

P.P.Just 

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黃伯堯 

P.P.Jack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委員 

劉炳華 

P.P.Stock 

地區水管理委員會委員 

李榮鏗 

P.P.Smile 

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委員 

張富逸 

P.P.Eric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副主委 

程文金 

P.P.Cathay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

委員會委員 

江基清 

P.P.AL 

地區獎勵委員會委員 

謝堂誠 

P.P.Land 

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委

員 

羅國龍 

Lobo 

亞太扶青會議委員會委員 

劉炳宏 

Hero 

亞太扶青會議委員會委員 

羅致政 

Master 

亞太扶青會議委員會委員 

 

國際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贊助國際志工衛生教育訓練營 

時間：8月 17 日(星期六)08:30 

地點：板橋國小校史室(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3 號) 

我們響應「台灣健康合作發展組織」，致力培養有意

願參加國際醫療服務的醫護人員、醫療相關科系學

生、或非醫療相關人員等 ，學習以英文來進行初級

衛生教育之能力，進而前往蒙藏社區進行衛教宣導與

預防活動。七扶輪社分別捐贈 15,000 元，合計捐贈

105,000 元，舉辦培訓營，為期三日，課程以口腔保

健、基本健康照護的觀念及預防、婦女衛教為主。                           



地區總監 吳維豐 David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剪影 

時間：8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長 Lobo 致贈總監 David 伉儷紀念品             社長 Lobo 致贈 D.S.Speaker 伉儷紀念品 

 

 

 

 

 

 

 

 

 
 
 

社長 Lobo 致贈 D.V.S.Green 紀念品                         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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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穿著社長 Lobo 致贈之粉色 Polo 

衫、夫人米白色背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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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板橋海山中學高中部游泳池 

(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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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四日 

第 1369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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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八月三十一日 

第 137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連耀霖社友(45.08.25) 

張正鳴社友(47.08.26)  

 

  恭喜 

前社長郭祐福(P.P.FUKU)孫女郭瀞澤小姐 

謹訂於九月七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 

台北君品飯店舉行訂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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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7 日(星期二)09:30 
地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 
        (板橋區民享街 37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8月17日   第136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Frank、Herbert、 

Jeremy、Lawyer、Ming-Long、Picasso、 

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Kevin、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8月17日   第136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76,000

AL 1,000 Land 2,000

Cathay 1,000 Life 1,000

Coach 1,000 Lobo 8,000

Dental 1,000 Masa 2,000

Duval 1,000 Master 2,000

ENT 1,000 Otoko 3,000

Eric 3,000 Polo 1,000

First 2,000 Roberta 2,000

Fuku 2,000 Shige 1,000

Gary 1,000 Smile 2,000

George 2,000 Stock 1,000

Hero 2,000 Sunny 3,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ea 2,000

Jason 4,000 Tiger 2,000

Junior 1,000 Tony 2,000

Just 2,000 Trading 2,000

King 2,000 吳維豐 5,000

小計：     $72,000 總計：    $248,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9,900

Sunny 7,700 Sun-Rise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20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