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服務-102 年度慈幼相見歡暨頒發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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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常年贊助「社團法人臺灣慈幼會」各項活動，其中年度重頭戲就是與認養孩童的見面會以

及頒發獎助學金，本年度共有六十六位弱勢家庭孩童領取獎助學金。 

當日，邀請「枋橋童軍團」童子軍擔任小隊長，帶領學生及家長進行「水火箭製作」、「竹筒水

槍製作」、「羅馬水砲對抗賽」、「造型氣球製作」、「感恩卡製作」…等活動項目，讓孩童與家長

透過各項活動，暫時放下生活的壓力，好好享受親子同樂時光和凝聚親子關係。 

 

 

 

 

 

 

 

 

 

 

 

讓孩童雀躍不已的「氣球貴賓狗」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致贈五萬元予台灣慈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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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剪影 

時間：8月 24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兩社合影留念 

社長 Lobo 與板橋社 Lawyer 社長交換小社旗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4 日   第 1369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勞工局局長謝政達先生、

靜思牙醫診所醫師呂仁團先生、褓姆廖金順

先生、板橋社社長薛銘鴻先生、秘書江能裕

先生、社長當選人劉紹榮先生、前社長張愿

福先生、前社長何溪泉先生、社友陳嘉彬先

生、邱馳翔先生、高建順先生、莊志翔先生、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Lawyer、Jason，生日快樂! 

 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褓姆 P.P.Lion 分別

致詞歡喜來本社訪問。 

 板橋扶輪社社長 Lawyer、秘書 Family 分別致

贈本社社長 Lobo、秘書 Hero 紀念品並交換兩

社小社旗。 

 秘書 Hero 報告： 

(1)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獎助金，謹

訂於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假

土城國小舉行。敬請社友撥冗參加。 

(2)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謹訂於八

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假

中和民享市場舉行。敬請社友、寶眷踴

躍參與捐輸。 

 P.P.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謝政達先生 

  現職：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 

     輔仁大學法律系學士 

曾任：臺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政達律師事務所負責人、行政院政務 

顧問、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權益基金 

審核小組委員、新北市勞爭議仲裁委員 

會仲裁人、新北市國家賠償委員會委 

員…等 

身障好幫手 

  

 

 

 

 

 

 

 

 

 

 

新北市勞工局局長 謝政達先生 

【成功案例】 

寧靜工場是一家紡織公司，共有 16 名員工，進

用 15 名聽語障人員，不僅是全國進用最多身障

者的特例子公司，更是進用身障者比率最高的，

公司負責人表示：「30 年前就已開始進用身障員

工，聽障員工專注力反而更好，紡織是非常適合



他們的工作。」 

【錯誤觀念】 

不了解身心障礙特質：普遍認為生產效能低

落、穩定度低。 

對於身心障礙認知錯誤：普遍認為不安全、要

花大錢。 

不知如何取得人力來源：通常是自行招募或委

由親友介紹。 

沒有成功經驗：無相關經驗，不敢貿然進用。 

不知如何取得資源與協助：網路徵才或登報無

法提供適切服務。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資源】 

就業前進入職業重建服務中心提升職能就

業準備多元就業服務。 

1.協助企業釋放適性職缺。 

2.瞭解進用身障員工之需求與 阻礙，連結資源。 

3.實地協助進行職務分析、改善工作環境、機具 

  設備、工作條件或調整工作內容。 

4.個別化評估、減少或消除進用障礙。 

【企業進用身障情形】 

台灣企業任用身障者，平均年資調查最少有八月

個以上，流動率不高。 

【企業進用補助方案-進用身障者獎勵金】 

申請對象：進用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義務進用機構：本市私立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

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超過員工總人數 1%。 

非義務進用機構：本市員工總人數在 5人以上

之私立非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構，進用身心障

礙者 1人以上 

補助金額：每人每月以新臺幣 7,000 元計算，

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獎勵，獎勵期間最長

至連續進用滿 36 個月止。 

提供適性工具，職務再設計：每案最高補助 10

萬元。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工作設備或機具提供

就業所需之輔具。 

大多數的身障朋友都有工作能力，他們通常會更

珍惜工作的機會。看見一個樂在工作的身障者，

也會讓我們感受台灣社會更多的人情。新北市將

和願意承擔這項社會責任的企業界一起努力做

好這項進步指標。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致贈局長謝政達先生小社

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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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贊助身心障礙人士學習游泳復建強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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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全民運動並推廣身心障礙人士以游泳為復建強身之目的，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 (板

橋社捐贈 30,000 元、六社各捐贈 20,000 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配合款美金 6,000 元，合計

約台幣 330,000 元)，贊助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辦理此項活動。 

此活動除了讓身心障礙人士強身建體外，更重要的是讓身障人士克服心理的障礙勇敢走出來，

勇敢迎向挫折，努力不懈，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身障者。  

 

 

 

 

 

 

 

 

 

 

 

合影留念                               扶輪有愛、泳情無礙「泳帽」 



本週節目 

八月三十一日 

第 137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七日 

第 1371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議暨頒發

金榜題名」故經理事會決議提前至九月一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湘菜館

舉行例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8月24日   第136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Frank、Herbert、 

Jeremy、Kevin、Ming-Long、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stice、King、Roberta 

  本社訊 

前社長郭祐福(P.P.FUKU)孫女郭瀞澤小姐 

文定之喜，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時間：九月七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 

地點：台北君品飯店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8月24日   第136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248,000

AL 1,000 Lobo 5,000

Cathay 1,000 Masa 2,000

Coach 1,000 Master 1,000

Dental 1,000 Otoko 2,000

ENT 1,000 Picasso 1,000

Eric 1,000 Polo 1,000

First 1,000 Shige 1,000

Fuku 2,000 Smile 1,000

George 2,000 Stock 1,000

Hero 1,000 Sunny 1,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1,000 Tea 1,000

Jason 2,000 Tony 1,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Land 2,000 Wood 1,000

Lawyer 2,000 板橋社 3,000

Life 1,000 謝政達 3,000

小計：     $50,000 總計：    $298,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2,800

Archi 5,200 Tea 5,200

Master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2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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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板橋火車站北門正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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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