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洪清暉 Or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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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代主委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賴建男 Otoko 

 (2)介紹貴賓……………………………………… 聯誼 江基清 P.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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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鳴 Jason 

 (4)秘書報告……………………………………… 代理秘書 謝堂誠 P.P.Land 

 (5)糾察活動……………………………………… 糾察 陳偉信 Toms 

 (6)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李昌雄 A.G.Long-Life

 (7)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洪清暉 D.G.Ortho 

 (8)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洪清暉 D.G.Ortho 

 (9)出席報告……………………………………… 代理出席 張茂樹 P.P.Shige 

 (10)紅箱報告……………………………………… 糾察 陳偉信 Toms 

 (11)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社長 賴建男 Ot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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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 洪清暉(Ortho)簡介 

 

 姓  名：洪清暉 Ortho 

 職業分類：牙醫師 

 所 屬 社：板橋西區扶輪社 

 出生日期：1958 年 03 月 12 日 

 夫  人：莊淑雁 Yann 

 學  歷：美國南加大頭顱顏面學碩士、中華民國衛生署齒列矯正專科證書 

美國南加大齒列矯正專科證書、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學士  

 服務機構：博暉齒列矯正專科診所 

 職  稱：負責醫師 

 通 訊 處：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69 號 7 樓之一  

 電  話：02-29617877  

 傳  真：02-29577189 

 行動電話：0910129310 

 E-mail: a7080219@ms11.hinet.net 
 
社團經歷 

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長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主委、常務理事、秘書長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會召集人、理事、首席副秘書長 

中華牙醫學會理事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校友會理事 

台北縣牙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台北縣北醫牙醫校友會會長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 

世界矯正植體學會執行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1993-1994 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地區年會鼓勵出席委員會執行長 

2003-2004 心肺復甦術急救術推廣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識字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扶輪獎助金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地區赴國際年會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地區台北扶輪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委 

員 

2009-2010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地區社員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危機處理小組召

集人、地區新世代委員會委員、地

區辦公室管理委員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1996-1997 PHF 新捐獻人 

2000-2001 永久基金捐獻人、RI 社長獎 

2001-200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2-2003 PHF1 顆藍寶石 

2006-2007 PHF2 顆藍寶石 

2009-2010 PHF3 顆藍寶石 

2012-2013 巨額捐獻人 

2013-2014 巨額捐獻人 

 

 

 



地區秘書長 王銘聰(Pioneer)簡介 

 
 所 屬 社：板橋西區扶輪社 

 入社日期：82 年 02 月 22 日(創社社員) 

 夫人芳名：鍾麗敏 

 職業分類：婦嬰用品 

 現    職：賀聲行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自強新村 84 號 

 電    話：(02)2960-7288 

 傳    真：(02)2960-7388 

 手    機：0910-163-388 

 公司 E-mail：china0955@gmail.com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李昌雄(Long-Life)簡介 

 

 所 屬 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入社日期：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   

 出生日期：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四日 

 職業分類：外科醫 

 住    址：板橋市中山路二段四九七號  

 夫人芳名：方素美 

 台南縣鹽水鎮月津國民學校畢業 

 省立台南第一中學初中部、高中部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第五屆醫科畢業 

 育有三子 

長子李惠銘國立台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業 

次子李惠永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研究所畢業 

三子李惠生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現於西班牙拿瓦拉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就讀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楊東卿(Torque)簡介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職業分類：自動化設備 
 現    職：協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夫人姓名：楊鍾和妹 
 行動電話：0912-827-728 
 公司電話：2267-2049 
 公司傳真：2267-2249 
 生    日：1947.01.30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88 號 
 住宅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 78 號 5 樓 
 E-mail：torque.y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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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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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宏就讀公立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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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韋宏即將升上大學一年

級，目前全力專注於課業中，減輕母親的負擔。 

潘馨瑜 新北市 女 馨瑜今年就讀長庚幼保系二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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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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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女 惠玲 9 月升高職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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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職一

年級。 

顏嘉伶 新北市 女 嘉伶升國中二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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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要升國中三年級。 

蔡順吉 南投縣 男 順吉個性乖巧懂事，目前升大學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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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女 太懿九月後升高中一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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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男 瑋煦乖巧懂事，今年暑假後將升上國中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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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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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畢業，半年內將會辦理停止扶助。 

黃至筌 台北市 男 至筌暑假過後升國小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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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筌母親在前年年因家中變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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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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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郁霖 新北市 女 郁霖與亭羽為姊妹，郁霖升高一，亭羽升國三，媽媽因家暴而與爸爸離婚，

婚後獨自撫養四名子女。媽媽現另有婚姻，並有一子，郁霖與亭羽一家七口

皆住在一起。繼父從事水電工，嬤嬤無工作，養育七口人仍相當辛苦。 
龔亭羽 新北市 女 

 



新世代服務-青少年志工研習會 
時間：7月 20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板橋高中 

為培養青少年服務他人觀念，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與地區扶少團委員會規劃配合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推出關懷『世代志工』計劃，舉辦志工研習會，期望能藉由研習會，號召更多學生一起參

與志工服務，讓青少年有正確人生觀與健全人格。 

世代志工是由學生、企業或團體志工以團隊方式組成，到新北市各社區老人服務據點，如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松年大學、老人共餐點、樂齡學習中心等提供健康促進活動。 世代

志工在服務前都要接受 3小時懂老訓練。 

本次參與受訓學生共有 250 位，訓練完成後獲得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頒發「懂老訓練」世代志工

服務證以及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4-2015 年度總監之獎狀乙張。 

 

 

 

 

 

 

 

 

 

 

社長 Otoko、秘書 Duval、新世代主委 Kenny 代表本社出席世代志工研習會 

 

訪問板橋扶輪社 
時間：7月 24 日(星期四)12:30 
地點：六社會議室 
 

 
 
 
 
 
 
 
 
 
 
 
 
 

社長 Otoko 率領社友訪問板橋扶輪社增進扶輪情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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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7月 2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社長 Otoko 頒發父親節紀念品予社友 Dental 尊翁吳政賢先生與褓姆 P.P.Lion 敬祝佳節愉快! 

 

 

 

 

 

 

社長 Otoko 頒發七~八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祝夫人青春永駐!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李水日 US$1,000.邱明政 US$1,000. 吳振斌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邱明政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江基清 NT$10,000. 邱顯清 NT$10,000. 章明仁 NT$10,000. 王信興 NT$10,000. 

呂仁團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邱仁賢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林同義 NT$10,000.  

劉炳宏 NT$20,000. 陳萬祥 NT$30,000. 邱明政 NT$30,000. 李水日 NT$50,000. 

郭道明 NT$600,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碩士班冠名獎學金】 

張富逸 NT$150,000.葉進一 NT$150,000.郭昭揚 NT$150,000.賴建男 NT$150,000. 

板橋東區扶輪社 NT$150,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郭祐福 NT$200,000.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 

時間：8月 13 日(星期三)09:00 

地點：三重社教館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60 號) 

 

社區服務-贊助華新兒童合唱團 
時間：8月 16 日(星期六)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地區扶輪日~ 

『扶輪心希望 .關懷新世代』 
時間：8月 17 日(星期日)17:30-21:30 

地點：板橋市民廣場(板橋市民大道)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殘

障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8月 23 日(星期六)07:00 

地點：自強游泳池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64 巷 9 號)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救生 

器材暨表揚志工 

時間：8月 24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限森林遊樂園區 

 

社區服務-頒發慈幼助學金 

時間：8月 24 日(星期日)15:00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城路 17 號) 

  

社區服務-七社聯合清潔活動 

時    間：9月 27 日(星期六) 

集合地點：公園街與實踐路交叉路口 

清掃範圍：板橋介壽公園 

活動程序： 

09：00 集合-公園街與實踐路交叉路口 

09：30 開始清潔環境 

10：30 清潔完畢集合、拍照， 

11：00 清運垃圾 

11：30 散會 

12:00 土城海霸王餐敘 

備註：當日敬請穿著社長 Otoko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 

 

請推薦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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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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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照登  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7-2018 年度總監候選人 

說 明： 

一、 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三章第 13.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17-2018 年度 
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 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程序手冊第二章(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19-22 頁），細則第十五章條文規定，（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182-183 頁）各社推薦之總
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 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資料表、宣誓書，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署後，連同扶輪社推
薦函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前 (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公室。 



本週節目 

八月九日 

第 1419 次例會 

【地區總監洪清暉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11:00 會晤社長 Otoko、秘書 Duval、社長 

當選人 Roberta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Shige、Eric、First、Stock、Roberta 

會計 Jack、職業主委 Bright、社區 

主委 Jason、國際主委 Land、新世代 

主委 Kenny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

書」、「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

致贈之紅色領帶出席例會。 

 

下週節目 

八月十六日 

第 142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王世原 

 主  講  者：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副執行長 粘曉菁小姐 

 講      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69.08.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蔡宗原社友(75.08.12)2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7月27日  第141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42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9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7月27日  第1417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6,900

AL 5,200 Justice 5,200

Archi 5,200 Tea 5,200

小計：     $20,800 總計：    $107,700
 

社長 Otoko 夫人有請 

時間：8月 12 日(星期二)11: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一樓十二廚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撥冗參與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議 

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8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洪敏捷、楊耀程、

郭昭揚、鄭德文、謝堂誠、羅國龍、

李榮鏗、薛松茂、林順正、陳偉信、

黃文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