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謝木土 Concrete 蒞臨公式訪問】 

11:0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  總監-會晤五大服務主委、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委、國際主委、青少年主委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劉炳宏 P.Hero 

(2)介紹來賓、友社社友…………………………… 聯誼 江基清 P.P.AL 

(3)出席報告………………………………………… 出席 劉孟賜 Bright 

(4)秘書報告………………………………………… 秘書 張正鳴 S.Jason 

(5)糾察活動………………………………………… 糾察 謝堂誠 P.P.Land 

(6)新社友入社儀式………………………………… 社長 劉炳宏 P.Hero 

(7)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 陳美君小姐 

社區服務主委 吳得利 Polo 

(8)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蔡富得 A.G.Screen 

(9)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謝木土 D.G.Concrete 

(10)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謝木土 D.G.Concrete 

(11)致贈紀念品…………………………………… 社長 劉炳宏 P.Hero 

(12)紅箱報告……………………………………… 糾察 謝堂誠 P.P.Land 

(13)鳴鐘閉會……………………………………… 社長 劉炳宏 P.Hero 

14:30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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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16~2017年度地區總監謝木土Concrete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建築業-建設營造業 

．現  職：入進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學    歷：台北工專畢業 

．夫人姓名：林新治 

．通訊地址：基隆市武隆街91號2樓 

．電    話：02-27647093 

．傳    真：02-27674941 

．E - mail：o_cat1216@hotmail.com 

扶輪社經歷 

1992年3月25日入社 

2001-2002年度 理事、秘書 

2005-2006年度 國際服務理事 

2008-2009年度 社長當選人 

2009-2010年度 社長 

地區服務經歷 

2010-2011年度 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基隆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5-2016年度 地區總監當選人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6-1997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9-2010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MG#70756 

2009-2010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指定用途MG#71859 

2012-2013年度 累積捐獻達US$10,000 

2013-2014年度 WCS「越南中部貧童醫療矯治計劃」經費 

2014-2015年度 阿奇可蘭夫會員 

捐獻扶輪基金US$50,000 

捐獻扶輪基金-指定用途GG1527014 

捐獻根除小兒痲痺基金 US$1,000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度 

地區秘書長林金城Jack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退職社友 

．英文綽號：Jack 

．夫人姓名：林葉選 

．通訊地址：203 基隆市安一路 81 號 

．電    話：02-24279609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蔡富得Screen 
．所 屬 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網版印刷 

．現    職：倉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出生日期：38 年 9 月 15 日 

．夫人姓名：林玹如 

．通訊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北路 17 巷 31 號 

．電    話：03-3295666 

．傳    真：03-3292555 

．行動電話：0932-052-200 

．E - mail：fred@bch.com.t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6~2017年度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建男Otoko 
．所 屬 社：板橋東區社 

．職業分類：不動產管理 

．現    職：冠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 

．出生日期：62 年 4 月 5日 

．夫人姓名：林淑容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36 號 

．公司電話：8967-8989 

．公司傳真：8967-3254 

．行動電話：0910-011-331 

．E - mail：gb.group@msa.hinet.net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US$17,000. 

郭道明 US$10,000. 

李水日 US$1,000. 

郭昭揚 US$1,000. 

張正鳴 US$1,000. 

羅國龍 US$1,000.(根除小兒痲痹) 

邱明政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蕭慶安 US$1,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US$1,000. 

劉炳宏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NT$1,460,000. 

郭道明 NT$200,000.(郭道明博士班冠名) 

郭林美惠 NT$150,000.(郭林美惠碩士班冠名) 

郭昭揚 NT$200,000.(郭鄭明良博士班冠名) 

劉炳宏 NT$150,000.(劉炳宏碩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200,000.(劉炳華博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150,000.(陳雪鳳碩士班冠名) 

郭祐福 NT$200,000.(永久基金) 

羅國龍 NT$30,000. 

賴建男 NT$20,000. 

邱明政 NT$20,000. 

洪敏捷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陳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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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薛松茂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新北市地區身

障人士橫渡日月潭活動 
時間：8月 20 日(星期六) 07：00 

地點：中和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50-1、2 號) 

一年一度橫渡日月潭的橫泳活動，是日月潭最具歷史與規模的活動，而水上游泳運動，對於身

心障礙的朋友們，即可強健體能又可以發展良好人際關係。因此，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

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北

光暉社)齊力協助「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的成員，去參與這項大型又有意義的長

泳活動。 

 

 

 

 

 

 

 

 

 

 

 

地區副秘書 Otoko、社長 Hero、社區主委 Polo、秘書 Jason 代表本社致贈經費一萬元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0 日    第 1525 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機盛科技負責人盧建邦先生、新

北市議員黃俊哲先生、郭祐福 P.P.Fuku 孫子

郭宗穎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小姐蒞臨

本社。 

敬祝秘書張正鳴 Jason，生日快樂!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社友出席狀

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八月份臨時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八月份板東高爾夫球聯誼會，謹訂於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五

十分假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舉行。敬

請有打球之社友伉儷踴躍參與。 

(3)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中午第1526次

例會，為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敬請全

體社友穿著西裝準時出席例會。此

外，參與總監會晤之主委們，敬請提

早出席參與會議。 

 前社長郭祐福 P.P.Fuku 介紹主講者： 

姓名：盧建邦先生 

出生： 71 年 12 月 3 日 

學歷：成功大學工程科學所  碩士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學士 

曾任：CAVEDU 教育團隊講師 

桃園職訓局機器人課程講師 

陸軍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現任：機盛科技負責人 

RBL 推廣委員 

榮譽：TEDxCKHS 講者 

        2016 台灣第四屆 ROBO-ONE 一般量級 

第四名、2016ROBOCON-RBL 一般量級第 

五名、2012RoboCup(機器人世界盃)國 

家代表隊教練…等。 

人形機器人發展 

 

 

 

 

 

 

 

 

機盛科技負責人 盧建邦先生 

在日本，國、高中生，就有能力製作出的人

形機器人，台灣卻到碩、博士班才起步。日本人

因應老年化社會，所以很積極發展機器人，在技

術面，我們台灣整整落後日本近三十年，在機器

人競賽活動推廣上，我們台灣也晚了日本十年左

右。 

我一畢業就想從事機器人相關行業，但一切

不如我想像中容易。我發現：「國內人形機器人

非常少。」四年前，我毅然成立機盛科技、以機

器人教育為創業主軸。機器人推廣教育上存在現

實問題，光是每台動輒 2~8 萬元的人形機器人材

料費，就不是一般家長願意掏錢買單。各種現實

考量，除非遇孩子有濃厚興趣，否則多數家長不

易長期投資此項「才藝」。  

台灣機器人產值逐年攀高，一直是政府及業

者力拼重點產業，不論是家電、娛樂、工廠自動

化機器人，或隨老齡社會產生的醫療照護需求，

雖產業前景佳，但與鄰近日、韓快速佔有市場相

較，研發與商品化速度慢，機器人教育產業近年

在台灣社會底層發酵，同時也考驗著我們新創業

者的能耐。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盧

建邦先生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八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8月 20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呂仁團、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 

、薛松茂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來賓新北市議員黃俊哲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中午例會舉行入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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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品瑄 新北市 女 

品瑄透過希望入學考上理想大學的外文系，品瑄一直是很積極主動的孩

子，希望靠著自己的力量翻轉未來！品瑄的弟弟今年升上高三，成績也很

優秀，申請獎助學金減輕媽媽的負擔。 

林珈琪 新北市 女 

珈琪升讀專二，珈琪的奶奶因身體健康狀況惡化，致其行動不便也無法自

行進食，珈琪在旁照顧奶奶，也影響其睡眠及上課狀況，目前奶奶每個月

皆要看診，另家扶中心也試著協助提供助行器，以避免奶奶再度跌倒。 

唐莉婷 新北市 女 
莉婷學校狀況穩定，在努力不懈下順利進入升學班，雖然學習上仍有需要

加強之處，然能進入升學班對莉婷來說對其自信與學習動力提升不少。 

林柏嘉 新北市 男 
柏嘉暑假過後將升公立高職資訊科三年級，弟弟將升國小六年級，家扶中

心今年在冬天提供了兩件棉被，以及全聯的年菜，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

胡惠玲 新北市 女 
惠玲 9月將升大學二年級，就讀多媒體設計系，利用課餘時間，在學校附

近的商店打工，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好減輕家中經濟壓力。 

顏嘉伶 新北市 女 

嘉伶今年國中畢業，也順利考取高職，就讀資料處理科，暑假期間雖然可

以稍微放鬆，但嘉伶仍會幫忙做家事，減輕母親的壓力，即將升上高一，

嘉伶很期待高中的生活，相信認真的她在高中會有更棒的表現。 

林家陞 新北市 男 家陞暑假後要升國二，在國中的學習適應良好，在課業學習上也逐漸穩定。 

許雅筑 新北市 女 

雅筑今年暑假後將升上國中二年級，雅筑個性很體貼也會幫忙媽媽整理家

務，雖正值國中青少年時期，但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自我照顧與學業部

分都頗能負責，不太讓媽媽擔心。 

賴韻 新北市 女 
賴韻今年暑假後，賴韻就要升上國小三年級，賴韻個性很害羞也很可愛，

學業成績表現不錯，也很乖巧，讓母親感到非常欣慰。 

黃至荃 台北市 男 

至荃乖巧懂事，在課業方面皆有不錯的表現，也相當喜愛家扶中心舉辦的

活動，而至荃也參加南台北家扶中心的才藝隊，練習踢踏舞，非常熱衷學

習、且有不錯的表現。 

林瑋煦 南投縣 男 
瑋煦 104 年 9月生上高職，升上高職後瑋煦很快就適應新生活，為了減少

家中經濟負擔，瑋煦選擇就讀建教合作班級，於餐飲業實習及餐飲科上課。

李承謚 新北市 男 
承謚現在二歲半，是個健康的小孩，白天由保母照顧，晚上由媽媽接回照

顧。 



增員、增緣、增援、增圓 
 

 姓 名 ： 黃俊哲 社 名 ： Steven 

出 生 ： 67 年 4 月 27 日 職業分類： 政府行政 

服務單位： 新北市議員 

公司地址：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39 號 12 樓 

公司電話： 2272-9088 公司傳真： 2272-5088 

行動電話： 0939-939-393 

住家電話： 2272-9088 

住家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2 號 24 樓 

介 紹 人 ： 江基清 AL 

 

 姓 名 ： 黃健豪 社 名 ： Taylor 

出 生 ： 62 年 3 月 16 日 職業分類： 會計師 

夫人姓名： 謝佳伶 

夫人生日： 63 年 4 月 2 日 結婚日期： 96 年 12 月 13 日

服務單位：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 415 號 12 樓 

公司電話： 7735-9336 公司傳真： 7735-9200 

行動電話： 0937-893-923 

住家電話： 8531-6961 夫人行動： 0926-606-511 

住家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419 巷 100 號 5 樓 

介 紹 人 ： 劉炳華 Stock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晚會 
第 3 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希冀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建立國人心理健康，

也讓更多人可以認識生命線 1995 及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題等，透過結合藝人吸引媒體、社會

大眾之目光，藉由演唱會音樂分享之形式，傳遞善與愛的正面力量。 

日期：9月 15 日(星期四)18:15-21:30(17:00 開始入場)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2016 年一萬個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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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七日 

第 1526 次例會 

【地區總監謝木土 Concrete 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Hero、秘書 Jason、社長當選人 

Master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Cathay、First、Lobo、 

Stock、Master、會計 Sun-Rise、職業主 

委 Master、社區主委 Polo、國際主委 

Masa、青少年主委 Kenny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新社友入社儀式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3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下週節目 

九月三日 

第 152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李水日 P.P.George 

主  講  者：永和耕莘醫院泌尿科外科 

主治醫師 楊弘如先生 

講      題：前列腺癌的診斷與治療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

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4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江基清、程文金、張富逸、李水日 

周正義、呂仁團、翁仁禮、黃明志 

羅致政、陳木欽、張茂樹、林順正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0 日  第 152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Herbert、Obama、

Tiger、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Fran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月 08 月 20 日  第 152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28,529

Eric 2,000 Masa 1,000

First 1,000 Master 1,000

Fuku 2,000 Otoko 1,100

Hero 6,000 Polo 1,000

James 1,000 Roberta 3,000

Jason 2,000 Shige 1,000

Junior 1,000 Sky 3,000

Kenny 1,000 Smile 1,000

Kevin 2,000 Stock 2,000

Lobo 1,300 Trading 2,000

小計：     $35,400 總計：     $363,9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5,400

Shige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303,100
 

R.I.P.E.Ian Riseley 訪台 

*時間：9月 12 日(星期一)晚上 17:30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 

*參加：社長當選人 羅致政 Master 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