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邱添木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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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陳萬祥 P.Roberta 

 (2)介紹貴賓………………………………… 聯誼 吳得利 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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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富逸 P.P.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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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糾察活動………………………………… 糾察 黃伯堯 P.P.Jack 

 (6)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劉炳華 A.G.Stock 

 (7)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邱添木 D.G.Polish 

 (8)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邱添木 D.G.Polish 

 (9)致贈紀念品……………………………… 社長 陳萬祥 P.Roberta 

 (10)出席報告………………………………… 出席 羅國龍 P.P.Lobo 

 (11)紅箱報告………………………………… 糾察 黃伯堯 P.P.Jack 

 (12)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社長 陳萬祥 P.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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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 18 日  第 1468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美商霍普金生醫集團營運長郭昱

菁小姐、總經理彭敬芬小姐、台北一甲扶輪

社前社長陳敏楨(P.P.Ginkgo)、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和第二分區義刑分隊分隊長郭金興

先生、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師

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Herbert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AL 結婚 25 週年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P.D.G.Trading致贈全體社友領帶。 

(2) 例會結束後召開七月份臨時理事會。 

(3) 七月二十五日第 1469 次例會，地區總監

Polish 蒞臨公式訪問，敬請全體社友穿

著西裝、灰色領帶出席例會。 

(4)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公司，謹訂於十月一

日(星期四)舉行。 

 P.P.ENT 介紹主講者： 

姓名：郭昱菁小姐 

學歷：加拿大國立 Royal Roads Univisity 

企業管理博士 

曾任：匯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任：美商霍普金生醫集團營運長&霍普金生 

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抗癌重生，生醫志業再出發 

 

 

 

 

 

 

 

 

 

 

 
 

美商霍普金生醫集團營運長郭昱菁小姐 

抗癌重生歷程故事 

2008 年雷曼兄弟百年老店倒閉，全球金融海嘯發

生骨牌效應。我檢查出得到卵巢癌二期，同月安

排開刀，接受六次大化療治療。 

21 世紀生物科技的主流-「抗老化」醫學 

所謂的幹細胞/活細胞療法就是移植人類或動物

的細胞取代或修復受損的組織和(或)細胞。是世

界上唯一被證實能安全並有效地逆轉老化過程

和幫助你恢復健康、活力、及體能的方法。採用

幹細胞/活細胞療法的醫生相信活細胞療法就像

器官移植手術一樣，能讓老化的細胞“再次年

輕”。然而，現代的正統醫療已經失去了這種療

法，它們採用化學物來干擾或壓制生存過程。化

學物及藥物必須經過身體代謝過程的分解才能

發揮功效。反之，活細胞療法卻能產生長效作

用，因為它能激發身體的自癒過程和煥發活力。 

權威的保羅.尼漢斯細胞治療中心 

結合活細胞療法及幹細胞療法，的高療效為無數

追求健康青春的世人，提供量身訂作的全方位抗

衰老回春療程。 

目前台灣也有到瑞士的回春之旅，一週的治療兼

旅遊要價新台幣 150 萬。 

活細胞療法製劑的來源 

為一專業飼養醫療使用動物的農場，專業人員監

督與管理的羊群(大多是母羊)。在採取細胞的六

個星期前須通過嚴格的檢疫。依據德國聯邦衛生

部的建議，近 40 年來羊群已保持為同一母系羊

群的子孫來藉此排除 BSE(狂牛症)的風險。取得

羊胚胎過程是根據嚴格的獸醫控制。在提取器官

組織過程中，沒有添加化學或藥物的物質並在無

塵室裡生產。產品最後將會接受無菌試驗。所有

生產過程將會完整的記錄下，並可以在任何時間

供捐贈體動物的驗證。 

活細胞治療 

細胞療程的第三與最後階段是屬於再生階段，  

並將會在療程中的第 3-4 周發生，時效為注射後

的 4-6 個月。在再生階段時將可明顯看出皮膚的

血液迴圈有改善，不但皮膚的皺紋會逐漸的減

少，整個身體的機能也可以明顯的看出改進。在

規律生活及營養飲食、不抽煙、不喝酒，活細胞

療程的效果可以維持 2年至幾年。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感謝郭營

運長精湛演說並致贈車馬費、小社旗。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地區總監 邱添木(Polish)簡介 
 

所 屬 社：鶯歌扶輪社 

職業分類：拋光砂輪製造業 

現    職：三省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出生年月：民國 39 年 4 月 8日 

夫人姓名：張美媛 Mei-Yuan 

通訊地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育樂街 49 號 

電    話：(02)2670-7475 

傳    真：(02)2679-6565 

行動電話：0988-341-000 

E-mail：tm9393@gmail.com 

<<扶輪社經歷>> 

2003-2004 年度 社長 

<<地區經歷>> 

2004-2005 年度 高科技推廣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年度 防震消防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G.S.E)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W.C.S. )主委、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團體研究交換小

組(G.S.E)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年度 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總監特別代表、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2010-2011 年度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年度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年度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出訪加拿大 7010 地區 G.S.E 團長 

2013-2014 年度 總監提名人 

2014-2015 年度 總監當選人、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R.I.社長獎、R.I.五大服務獎、巨額捐獻人(第3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永久基金 

<<參與國際會議>> 

2003-2004 年度 新加坡地帶研習會、大阪世界年會 

2004-2005 年度 芝加哥世界年會 

2005-2006 年度 哥本哈根、馬爾摩世界年會 

2006-2007 年度 鹽湖城世界年會      

2007-2008 年度 洛杉磯世界年會 

2008-2009 年度 伯明罕世界年會   

2009-2010 年度 台北地帶研習會、蒙特婁世界年會 

2010-2011 年度 紐奧良世界年會 

2011-2012 年度 曼谷世界年會、第三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京都) 

2012-2013 年度 里斯本世界年會 

2013-2014 年度 台北地帶研習會、第四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台北)、雪梨世界年會 

2014-2015 年度 沙巴地帶研習會 



地區秘書長 褚勝川(Kenma)簡介 
 

所 屬 社：鶯歌扶輪社 

入社日期：90 年 9 月 26 日 

職業分類：研磨材料業 

現    職：博衍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出生日期：48 年 2 月 1日 

夫人姓名：張美厲 

通訊地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１０７號 

電    話：（02）2679-5450    

傳    真：（02）2678-2848 

行動電話：0937-005450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劉炳華(Stock)簡介 
 

所 屬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預造房屋建築業 

現任公司：永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夫人姓名：陳雪鳳 

公司電話：2962-3900 

公司傳真：2961-6475 

行動電話：0932-016-519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林功瑞(Success)簡介 
 
所 屬 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夫人姓名：胡曼莉 

職業分類：建築材料銷售 

現    任：固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住    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 37 號 26 樓之 3 

行動電話：0937-086-699 

 



社區服務-認養家庭扶助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姓名 鄉鎮 性別 近況 

胡惠玲 新北市 女 
惠玲父親因車禍腦傷，智力受損，無法工作，惠玲母親一人負擔一家

四口的生計，經濟壓力沉重，生活非常拮据。 

林家陞 新北市 男 

家陞的父母親離異，由母親一人獨自撫養三名子女，母親目前仍在養

生館工作，工作時間長，較無法陪伴孩子，家陞與哥哥因而較為獨立。

然收入雖穩定，但要撫養三名子女，經濟壓力仍較沉重。 

黃品瑄 新北市 女 

品瑄的父母因弟弟從小免疫力不全，在照顧上時有爭執，而後協議離

婚，品瑄和弟弟由母親照顧，父親也未曾分擔家計。品瑄的母親相當

積極上進，不僅考取領隊證照和中餐證照，也在觀光研究所進修，但

因其患音感性耳聾，求職一直不順利，目前於幼兒園擔任廚工。 

黃馨瑜 新北市 女 
馨瑜今年就讀長庚幼保系二技，未來希望補習考公務員，屆時會辦理

停扶。 

顏嘉伶 新北市 女 

嘉伶的母親為外籍配偶，母親一人獨自撫養嘉伶兩姊妹，母親目前仍

在工廠工作，身體仍因 C肝影響時常生病請假，收入不穩，家庭經濟

壓力仍沉重。 

 

林柏嘉 新北市 男 

柏嘉今年暑假即將升讀高職二年級，就學狀況穩定，成績表現中等，

且也考取了資訊類丙級證照，持續於專業知識技能上努力。而柏嘉的

母親依舊穩定從事清潔工作，家中經濟仰賴母親工作所得、低收補助

維生，另柏嘉尚有一名升讀五年級的弟弟，手足間感情和睦，並與母

親共同生活，一家生活簡單、樸實。 

林韋宏 新北市 男 

韋宏的母親在大賣場工作，工作內容穩定但薪資較為受限，且常需要

調到不同的地區工作，較為奔波勞累。韋宏的哥哥因罹患腦性麻痺的

關係，白天在療養院晚上由家人照顧，經濟生活短時間內仍舊未能改

善。 

吳啟菖 台北市 男 
啟菖的母親於牛肉麵店工作，收入不豐但穩定。案啟菖四月時研究所

休學，預計先當兵，但因未抽到替代役，故仍在等待通知中。 

黃至荃 台北市 男 

至筌的母親現仍持續在街頭販售地瓜，因收入不穩定，也積極參與職

訓局所舉辦的烹飪課程，希望藉此提升培養自我的能力，期能再額外

兼職以增加收入，或是做為日後轉職就業的資本。 

陳姵瑜 南投縣 女 

姵瑜祖父母近期皆身體健康欠佳，且因姵瑜弟弟的課業欠佳，姵瑜父

親便辭去原本的工作，除了代替祖父母至宮廟擺攤販售農作物，也能

及時督促姵瑜弟弟的課業，姵瑜在家時也會主動做家事及協助弟弟寫

功課，以減輕父親的負擔。 

許姜太懿 南投縣 女 

太懿目前於台中就讀高中一年級，課業表現頗佳，與同學互動良好；

太懿排行老么，兄姊們皆已進入職場工作，分別從事建築業、保全、

婦幼產品及鐵工等工作，因太懿於台中就學，目前已搬到台中與兄姊

們同住，母親則於仁愛鄉從事農雜工作。 

林瑋煦 南投縣 男 

瑋煦原由祖父母照顧，但祖父母年邁，故瑋煦的姑姑為就近照顧祖父

母及協助照顧瑋煦，從台南返回埔里居住，目前瑋煦跟姑姑及堂弟堂

妹同住，祖父母因較習慣山上生活步調，故於山上務農、居住，僅就

醫或需下山時會居住於姑姑家中。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7月 18 日(星期六)13: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陳萬祥、劉炳華 

六、列席：黃明志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區服務-贊助台灣慈幼會弱勢孩童助學金」經費五萬元，謹訂於九月六日(星期日)上午 

十一時三十分假原素食府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友章明仁先生、連耀霖先生、陳明忠先生、邱仁賢先生、林同義先生、王信興先生因事務 

繁忙申請退社。請討論。 

決  議：慰留。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李水日 US$1,000. 

郭昭揚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陳萬祥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林振哲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陳萬祥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劉炳華 NT$200,000.(永久基金)  

郭祐福 NT$150,000.(碩士班冠名) 

陳萬祥 NT$150,000.(碩士班冠名) 

賴建男 NT$30,000. 

邱明政 NT$20,000.  

邱顯清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鄭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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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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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東扶青團就職典禮 
時間：7月 25 日(星期六)16:00 

地點：社館 

 

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8月 1日(星期六) 

13:00 報到、13:30 開會 

地點：花蓮市美崙大飯店 2樓國際會議廳 

參加：劉炳華、陳萬祥、謝堂誠、羅致政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8月 2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陳萬祥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8月 16 日(星期日)16:00 

地    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參加人員：劉炳華、陳萬祥、謝堂誠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1 日(星期五)09:00 

地點：新莊運動中心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 

安全工作大隊救生器材暨表 

揚優良志工 
時間：8月 23 日(星期日)10:00 

地點：三峽大板根休閒山莊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時間：08 月 29～30 日（星期六～日） 

地點：宜蘭五結國中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參加：李泳樺、鄒怡如、鄒任傑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WCS緬甸 

主 旨：敬邀各社踴躍參與地區 WCS”緬甸教

室興建、水資源改善計畫、學童健康

檢查及身障照護義診活動計畫”。 

說 明： 

一、活動緣起 為響應國際扶輪年度主題

“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本地區籌辦

「WCS 緬甸仰光小學教室興建、水資源

改善計畫、學童健康檢查及身障照護義

診活動」，預計前往緬甸興建教室並提供

當地淨水設備之活動，希望透過此一活

動讓緬甸仰光的學童們能在安全舒適的

教室內讀書識字、改善當地淨水設備，

提升飲水安全；同時透過對學童及身障

者的健檢及義診來了解其健康狀況，配

合扶輪職業訓練計畫(VTT,Vocational 

Training Terms)，提高緬甸仰光醫事人

員對社區居民健康的重視，從而使緬甸

仰光的居民認識國際扶輪，以及感受台

灣 3490 地區社友們的愛心與關懷，促進

兩國國民友誼與交流。並達成扶輪國際

了解、親善與和平的宗旨。 

二、經費預算本活動預計經費為 320 萬元，

希望由各社理事會針對此次世界社區服

務計畫編列預算兩萬元，以此金額為基

準，剩下金額則會以社友募款(冠名捐款)

為主，社友(個人)捐贈是以三萬元為基

準，請各扶輪社協助完成，捐贈社或個

人捐獻者，社名及社友名字在興建完成

後，皆會呈現在教室門口的銅牌上。 

三、活動時間 本活動計畫預計兩梯次時間分

別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7 日，以

及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共計 5天 4

夜，由總監帶隊組團前往緬甸仰光進行

舊校舍興建、水資源改善計畫、學童健

康檢查及義診活動，此次由凡爾賽/海邦

旅行社共同主辦本行程(行程表如附)，

團費每人$39,800 元，邀請各位社友、

寶尊眷報名參加，一同前往緬甸響應國

際扶輪主題“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服

務活動。 

四、本次活動報名人數預定為 150 位，有興

趣之社友請盡早完成報名。 

報名截止日:2015 年 7月 31 日(或額滿

即截止)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五日 

第 1469 次例會 

【地區總監邱添木 Polish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Roberta、秘書 Land、社長 

當選人 Hero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Jason、Stock、Masa、Master、Hero、 

會計 Bright、職業主委 AL、社區 

主委 Eric、國際主委 Tiger、新世代 

主委 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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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八月一日 

第 1470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故經理

事會決議延至八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 

 敬邀社友父母親、岳父母蒞臨參與。 

 

敬祝 生日快樂! 

呂仁團社友(65.07.26) 

吳晉福社友(50.07.30) 

劉孟賜社友(57.07.3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呂仁團社友(101.07.26)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7月18日   第146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uval、Gary、Frank、
Herbert、Jason、Lawyer、Picasso、 
Tom、Toms、Tony 

三、祝您一路順風!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7月18日   第1468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8,000

Cathay 1,000 Land 1,000

Coach 1,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Navigare 1,000

Eric 1,000 Otoko 1,000

First 1,000 Polo 1,000

Hero 3,000 Roberta 9,000

Jack 1,000 Sky 1,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ustice 1,000 Stock 2,000

Kenny 1,000 Tea 1,000

Kevin 1,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0 Wood 1,000

小計：     $47,000 總計：     $115,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5,100

Dental 5,200 Long 7,700

ENT 5,200 Masa 7,700

Hero 11,500 Polo 5,200

James 5,200 Sky 5,200

Justice 5,200 Smile 5,200

Life 5,200 Wood 5,200

小計：     $73,700 總計：     $10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