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09 日  第 1419 次例會 

 
 上午十一時，地區總監 Ortho、地區秘書

Pioneer、地區財務 James、地區公共關係
長 Life、地區辦公室主任 Color、助理總監
Long-Life 與社長 Otoko、社長當選人
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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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tho 報告服務之規
畫與執行概況。地區總監 Or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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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主持： 

歡迎地區總監洪清暉先生、地區總監夫人莊
淑雁女士、地區秘書 王銘聰先生、地區秘書
夫人鍾麗敏女士、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李昌雄
先生、地區財務林同仁先生、地區公共關係
長翁光裕先生、地區公共關係長夫人翁張鳳

玲女士、地區辦公室主任 簡慶林先生、褓
姆廖金順先生、台北保安扶輪社社友楊孟達
先生、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李榮鏗先生、新
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堯先生、新北市家扶
中心社工師吳芳瑜小姐、社長夫人林淑容女
士、秘書夫人王玉鳳女士、前總監夫人郭林
美惠女士、前社長夫人陳雪鳳女士、顏美淑
女士、廖秀蘭女士、社長當選人夫人陳又禎
女士、社友夫人董秀琴女士、領唱老師張智
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歡唱自選曲「愛您一萬年」。 
祝福本週壽星前社長 Eric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Kevin 結婚 28 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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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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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本社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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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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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褓姆 P.P.Lion 歡喜他所輔導的板橋東區

社、板橋西區社，先後都能擁有一位優秀的

總監，也更加歡喜貴社 P.D.G.Trading 能第

一位由 3490 地區產生並擔任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褓姆亦與有榮焉。 

 代理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 P.P.Wood 兒子宏品冷凍水產公

司，午餐提供白蝦、軟絲、鯖魚讓大家

享用。有興趣的社友寶眷可向 P.P.Wood

索取產品 DM。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謹訂於

八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假三重

社教館舉行。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參與捐

血活動。 

(4) 地區扶輪日，謹訂於八月十七日(星期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市民廣場舉

行。敬邀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Long-Life 詳細

介紹地區總監 Ortho 資歷。 

 地區總監 Ortho 傳遞扶輪訊息： 

甚麼是扶輪? 

What 扶輪代表什麼 

How 扶輪有何不同  

Why 扶輪為何存在 

結合各行菁英互相交流合作，並一起行動另世

界變得更美好。 

邀請寶眷加入扶輪 

國際扶輪年費：一年 54 美金→約 1600 台幣 

對台灣全體：台灣的寶/尊眷增加 15,000 名 

→增加 79 萬 5 千美金 

社友人數在2015年之前達到4萬人可望將華語

列為國際扶輪官方語言。 

根除小兒麻痺疾病捐獻的挑戰 

The 525 M Challenge 2014-2018 

2013 年全球小兒麻痺疾病患者：406 位 

Gates Foundation 配合 2對 1的計畫 

在 2018 年之前每年每位扶輪社友每捐獻 1 元,

蓋茲基金會配合捐 2元 

End Polio 捐獻獎勵 

鼓勵各地區捐獻 20％的 DDF 至 PolioPlus。捐

獻地區將獲頒特別支持 PolioPlus 獎狀。 

從2013/7/1開始至確認根除小兒痲痺每年都捐

20％DDF 的地區，將在 RI 總部的表揚大會上表

揚。 

鼓勵各社每年捐獻至少 US$1,500 到 PolioPlus

基金。捐獻社將獲頒特別支持 PolioPlus 獎狀。 

2013-2014 新獎助金計畫核准案 

全球 537 個地區 

地區獎助金  423 案 

全球獎助金  636 案 

包裹獎助金  18 案 

VTT         23 案 

光耀扶輪(Light up Rotary) 

儒家思想“與其抱怨 不如改變” 

It is better to light a single candle  

than to sit and curse in the dark. 

3H：Hand, Head, Heart 

地區年度活動重點 

地區扶輪日 2014.08.17 新北市政府廣場  

End Polio 晚會 2014.10.24 台北市自由廣場  

世界社區服務 2014.09.19-24 外蒙古參訪行程   

新世代服務 2014.12.14 地區成年禮  

光耀扶輪年會 2015.04.18-19 五股工商展覽中

心 

聖保羅年會 2015.6.6-9 助註冊人數 300 

(各分區 10 月底完成統一註冊 30 人/成行方式) 

地區全球獎助金計劃 

外蒙古口腔公共衛生建立與 VTT-現金指定配合

肝病防治計劃配合巴西兩案件/每案配合地區

DDF 與五社各 500USD 指定捐款。 

特別委員會 (策略發展、公益網、獎助金諮詢、

地區扶輪電子訊息) 

年度扶輪基金目標 

年度計劃基金參與社  100%  

年度計劃基金平均每人達到  

美金 100 元以上 

70 社/(社友) 

10 社(RI 表彰)

保羅哈里斯捐獻年度計劃基

金 
576 人(8 人/社)

根除小兒痲痺基金捐獻 每社美金 750 元

永久基金捐獻 每社美金 1000 元

巨額捐獻 
全地區 72 位 

美金 500,000 元

指定用途捐獻 100,000 元  

扶輪基金表彰 

TRF 表彰  

註明贊助類別  

註明表彰寄交地點、時間  

地區表彰  

巨額捐獻者邀宴扶輪基金主席歡迎會 

年會致贈感謝牌  

AKS 捐獻者邀宴扶輪基金主席歡迎會年會貴賓

席與致贈感謝狀與感謝牌  

年度中華扶輪基金目標 

統一捐款(捐款社數) 83%提高 90%  

個別捐款(碩士班、博士班)  各 12 名 



冠名捐款  12 名 

永久基金  6 名 

平均捐獻  2000 元(社友) 

年度社員成長目標 

現職社員留住率 95%  

各社社員淨成長率 15%/每社至少 5人 

寶眷社員 
A.維持百分百 

B.成長至 80% 

新社拓展 輔導或成立三社以上 

輔導社員人數未達規模 每社社員至少 25 人 

年度社員成長目標數 6000 人 

年度其他工作重點 

青年領袖營 RYLA 
強化訓練課程  

提高學員參加意願  

扶輪友誼交換 RFE 
多元組團 

擴大參與社友人數  

扶輪青少年交換 RYE 

強化各社對 RYE 認知與責

任強化訓練課程  

主委任期  

扶青團、扶少團、 

社區服務團  
活動觀摩與學習  

2014 馬來西亞地帶研

習會 
2014/11/21-23 

扶輪領導人 

國際扶輪 10B 地帶  

扶輪協調人(2014-2017) PDG Kega 

助理扶輪協調人(2014-2017)IPDG David 

助理區域扶輪基金協調人(2014-2017)PDG Andy 

國際扶輪基金會保管理事(2013-2015) 

                          PDG Jackson 

國際扶輪理事當選人(2015-2017) 

                          PDG Frederick  

中華扶輪基金會  

董事長(2015-2017) PDG Trading 

董事 PDG Letter/ DGN Polish 

監察人 PDG Young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14-2015) PDG ENT 

宣導事項 

以服務來凝聚社員、發展社務  

扶輪白金卡2000張→4000張(地區額度300張) 

發卡國家： 

USA/UK/Canada/France/Japan/Taiwan 

扶輪基金委員會/RYE 委員會延續性  

發展社的特色 

扶輪禮儀：排序、稱呼  

扶輪標彰、年度口號  

扶輪慶典：次序、敬酒時間安排、適當音量  

 地區總監 Ortho 頒發地區委員會聘書予本社

各位前社長。 

 社長 Otoko，也代表本社回贈小社旗予地區總

監 Ortho、地區秘書 Pioneer、第二分助理總

監 Long-Life。 

 代理出席 P.P.Shige、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紅箱收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9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黃伯堯、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 

陳萬祥、張茂樹、劉炳華、陳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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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 第 1423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09/13 第 1424 次例會，「音樂人生」音 

樂玩家 張林峰先生。 

        09/20 第 1425 次例會，「如何掌握一生

報酬率最大的投資」民視國際新聞主播 

閔傑輝先生。 

        09/27 第 1426 次例會，社區服務-新北

市第二分區聯合世界清潔日假板橋介

壽公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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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職業服務-參觀工業研究院、進益貢丸，

謹訂於十一月六日(星期四)舉行。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0731 高雄市氣爆災害捐款。請討論。 

決  議：社區服務提撥五萬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時間：8月 9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本社從第十八屆開始由提撥款項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已邁入第十一個年頭了，「認

養」可以協助貧困或家庭破碎的孩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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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童在社區大眾的扶助下盡早脫離貧困，進而自助

自立。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捐贈年度認養金 144,000 元予家扶中心 

 

地區總監 洪清暉 Ortho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剪影 

時間：8月 9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總監 Ortho 致贈社長 Otoko 伉儷合照相片            社長 Otoko 致贈 D.S.Pioneer 小社旗 

 

 

 

 

 

 

 

 

 
 
 

社長 Otoko 致贈 A.G.Long-Life 小社旗                  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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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委

員 

李水日 

P.P.George 

巨額捐獻小組委員會委員 

黃明志 

P.P.Long 

保羅哈里斯協會小組委員會

委員 

郭祐福 

P.P.Fu-Ku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會委員會

委員 

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葉進一 

P.P.First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員 

薛松茂 

P.P.Sun-Rise 

地區關懷老人委員會委員 

吳振斌 

P.P.Tea 

年度計畫捐獻小組委員會委

員 

王世原 

P.P.King 

地區電子媒體委員會委員 

黃文龍 

P.P.Wood 

每位扶輪社員每年捐獻推動

委員會委員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郭昭揚 

P.P.James 

捐贈基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洪敏捷 

P.P.ENT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姓名 擔任職務 

林同義 

P.P.Tony 

地區節目委員會委員 

張茂樹 

P.P.Shige 

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會委員 

鄭德文 

P.P.Just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黃伯堯 

P.P.Jack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 

劉炳華 

P.P.Stock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委員會

主委 

李榮鏗 

P.P.Smile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主

委 

張富逸 

P.P.Eric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程文金 

P.P.Cathay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江基清 

P.P.AL 

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 

謝堂誠 

P.P.Land 

地區平面媒體委員會委員 

羅國龍 

Lobo 

小兒痲痺等疾病計劃小組委

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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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慶安 NT$10,000. 
劉炳宏 NT$20,000. 黃文龍 NT$20,000.  
羅國龍 NT$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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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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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霖技術學院產業合作計劃 

時間：8月 1日(星期五)11:00                                    地點：六社會議室 

工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學校教育也開始強調學以致用，希望能夠與業界結合，讓畢業不等於失業。

扶輪社有鑑於此，贊助德霖術術學院會展與觀光系教授李培銘先生指導舉辦「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行

銷企劃競賽」，希望能培養學生群體合作解決問題之精神、獨立思考、研究及創造之能力、處理專門

性問題的邏輯思考能力、驗證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並藉由此競賽予以呼應扶輪社回饋社會與技

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 

                           

 

 

 

 

 

 

 

 

 

 

社長 Otoko、秘書 Duval 代表本社頒發贊助款一萬元 

 

公共形象服務-主辦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8月 2日(星期六)13: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地區總監 Ortho 委任本社主辦 3490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並於七月十九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後召開籌

備會，由 P.P.Stock 擔任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主委，P.P.AL、Master 擔任司儀，各位前社長、社友、

板橋東區扶青團擔任接待組、交通組、佈置組…等職務，全力配合地區舉辦此研習會。 

整個世界在改變，時代也在改變，我們的思維、行為也必須隨著改變，所以人類世界也掀起了『改變』

的風潮。當然扶輪社友們也需因應潮流，在政策及作風上必須有所改變，所以五大服務中，最需要加

強的就是公共形象。 

今年，最特別的是 RI 社長來自於我們台灣，RI 社長黃其光(R.I.P.Gary Huang)為扶輪歷史上寫下第

一位華人擔任 RI 社長的記錄，也讓台灣的名號受到 168 個國家，三萬四千多個扶輪社、一百二十多萬

名扶輪社友的矚目，這是外交部望塵莫及的宣傳效果，這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更是我們展現光耀扶

輪的好時機。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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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30 公益網與實物銀行結 

盟與霹靂小組表演 

18:30-21:30 光耀扶輪晚會 

地點：板橋市民廣場(板橋市民大道) 

備註： 

(1) 當天座位安排每社有 4位專屬座位，

依分區劃分，另現場開放 250 個座位

可自由入座。 

(2) 每社請提供志工服務標題，當日依分

區上台致贈感謝狀。 

(3) 當天煩請利用手機之手電筒功能，晚

會將於 19:30 與黃其光社長進行點燈

活動，共同光耀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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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一、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為促進

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勵國外青年來
台學習台灣文化，以具體行動邁向國際
服務，展現台灣扶輪人的熱情與關懷，
特設立「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二、獎學金來源：台灣各地區扶輪社友所捐
獻的「統一捐款」。 

三、獎學生名額：每年獎助名額視各地區募
款金額核定。 

四、申請資格： 
1. 已修畢居住地國家公認之大學或專科課

程，對台灣文化有濃厚興趣，年齡在
25-40 歲間，未滿四十歲之非華裔青年。 

2. 須取得國際間之扶輪地區總監之推薦。 
3. 應能在台灣進行一年期的短期研習。 
4. 應符合台灣之大學之入學條件，並經審

查合格入學就讀者。 
5. 具有初級中文能力者優先考量。 
五、獎學期間：一年。 
六、獎學金額： 
1. 每名每月新台幣二萬五千元整。 內含在

台就學期間之學分費、住宿費、生活津
貼，及平安保險等費用。           

2. 自行購買，居住地與台灣之往返機票費
用，(依實際支出金額核定)。限經濟艙。 

七、獎學金給付辦法： 
1. 得獎扶輪年度，每年七月至隔年六月，每 

月新台幣二萬五仟元整之獎學金，將按
月寄達照顧扶輪社，於例會中頒發。 

2. 檢附購買機票費用憑據，於第一次照顧扶 
輪社例會中一併頒發。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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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三日 

第 1421 次例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洪敏捷 

 主  講  者： 双大安 眼明眼科中心 

院長 王孟祺先生 

 講      題：白內障~開啟視力的新生命??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社友(4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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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8月09日   第141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Frank、Herbert、 

Just、Picasso、Tiger、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8月09日   第141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5,468

AL 2,000 Lobo 2,000

Cathay 2,000 Masa  2,000

Coach 1,000 Master 2,000

Dental 3,000 Otoko 11,000

ENT 1,000 Polo 2,000

Eric 2,000 Roberta 5,000

First 2,000 Shige 1,000

Fuku 2,000 Smile 2,000

George 2,000 Stock 2,000

Hero 1,000 Sky 2,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ea 3,000

Kenny 1,000 Toms 2,000

King 2,000 Tony 2,000

Land 2,000 Trading 5,000

Lawyer 1,000 Wood 6,000

Life 1,000 洪清暉 4,000

小計：     $82,000 總計：     $207,468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7,700

Dental 5,200 Roberta 11,500

First 7,700 Tony 5,200

Masa 5,200 Wood 5,200

小計：      $40,000 總計：     $147,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