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金榜題名 
 社友姓名 考生姓名 稱謂 考取學校 

1. 郭祐福 郭家妤 孫女 板橋高中 

2. 郭昭揚 郭育均 孫女 世新大學英語系 

3. 周正義 周書緯 公子 淡江大學資創系 

4. 周正義 周芳緯 千金 竹林高中 

5. 賴建男 賴彥廷 公子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系 

6. 賴建男 賴冠廷 公子 東山高中 

 

 

 

 

 

 

 

 

恭喜 社友 呂仁團(Kenny)喜獲麟兒  

弄璋之喜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劉炳宏暨全體社友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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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27 日    第 1526 例會 
 

 上午十一時，社長劉炳宏 Hero、社長當選人

羅致政 P.E.Master、秘書張正鳴 Jason 與地

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地區財務長石

崇仁 P.P.Stone、地區公共關係長黃國清

P.P.Machine、第二分區助理總監蔡富得

A.G.Screen、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建男

D.V.S.Ot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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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向地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

報告服務之規畫與執行概況。地區總監謝木

土D.G.Concre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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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本社能輔導新社、增加

社員人數。 

 下午一時，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地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地區財

務長石崇仁 P.P.Stone、地區公共關係長黃國

清 P.P.Machine、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副主委

陳重益 P.P.Carato、第二分區助理總監蔡富

得 A.G.Screen、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建男

D.V.S.Otoko、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李榮鏗

P.P.Smile、新北市家扶中心副主委陳雪鳳女

士、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陳美君小姐、新北

市家扶中心督導黃詩文小姐、前總監 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女

士、前社長 First 夫人 郭麗玉女士、秘書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長當選人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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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曲「港都

夜雨」、「恰似你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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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日(星期六)中午第 1527 次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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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全體社友撥冗出席

例會。 

(2) 九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

餐廳舉行「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

邊會議暨頒發金榜題名」。敬請全體社

友伉儷、金榜題名學生撥冗出席晚會。 

(3)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晚

會，謹訂於九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六

時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

行。欲索取音樂會門票者，敬請於 8/30

前向余 s登記，以利辦理各項事宜。 

 新社友黃健豪 Taylor、黃俊哲 Tetsu 宣誓入

社儀式，首先由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江

基清 P.P.AL、羅致政 P.E.Master 向大家介紹

兩位新社友簡歷。緊接著，邀請社員主委程

文金 P.P.Cathay 監誓，地區總監謝木土 D.G. 

Concrete 配帶扶輪徽章、社員名牌，社長劉

炳宏 Hero 致贈小社旗、扶輪資料袋，簡單隆

重完成兩位新社友入社儀式。 

 社長劉炳宏Hero感謝介紹人為了擴展扶輪新

血輪不遺餘力，個人自掏腰包頒發禮金予劉

炳華 P.P.Stock、江基清 P.P.AL、羅致政

P.E.Master 三位。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

童捐贈儀式。由社長劉炳宏 Hero、社區主委

吳得利Polo與認養人一同代表捐贈新台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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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君小姐，也

感謝本社社友十三年來持續認養弱勢家庭孩

童，並代表家扶中心回贈本社感謝旗。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蔡富得A.G.Screen介紹地

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 資歷。 

 地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 傳遞扶輪訊

息： 

【A、RI 年度社長獎】 

在為獲得社長獎，貴社必須執行兩項務必執行 

的活動以及其他不同類型的額外活動。大半活 

動能自動藉由 RI 數據檔審核。但有部分活動則 

須由您將資訊輸入 Rotary Club Central（扶 

輪中央系統）。正確掌握扶輪社活動的成果，您 

可利用整年度(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進行活動(至少設定 10 個目標)。 

在 7月與 1月按時繳納 RI 半年會費。 

社員成長留住社員 



今年 4/15 完成之新立法會議決議 

1. 社員的基本要求-人品、專業領域良好聲譽、

服務社區 

2. 例會時間的改變-一個月 2次以上的例會 

3. 扶青團團員可成為社員。 

4. 取消新社友的入社費。 

5. 每年將加收 4美元的社員會費。(2017 年起，

每年遞加) 

【B、社員成長及留住率(RI 計算至 6/30)】 

各社現職社員留住率 95％以上。(目標 100%) 

各社員淨成長率 15％以上。(每社至少 10 人以 

上，挑戰 20% ）。 

2016-2017年總社員必須成長至6,000人以上。 

成立新社、衛星扶輪社、鼓勵寶眷成為正式社

員，目標為地區社員人數的 60%以上。 

40K 社員的分野—地帶重劃分、理事選舉、繁

體中文的提供。 

社員人數不足 25 人的扶輪社社數減為零。 

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同該分區扶輪領導人致力

輔導成立至少一個新扶輪社。 

增加社員多元性。 

增加新世代的扶輪社員（扶青團團員允許成為

扶輪社社員）。 

致力吸收國際扶輪、扶輪基金會計劃的前受獎 

人、扶青 OB 團員進入扶輪社。 

創辦 CP 創社社長研習營，輔導創立新社（與

地區社員發展主委規畫獎勵辦法） 

增加新社的鼓勵 

社員成長的鼓勵 

【C、2016-2017 年度服務計畫】 

鼓勵各社運用年度地區獎助金從事社區服務

--可結合分區各社共同申請地區獎助金，各分區

案件之 DDF 金額依各分區之扶輪社數乘上美金

1,150 元整。 

地區獎助金（District Grant） 請助理總監

協同該分區各社社長當選人、社區服務計劃委員

會等相關社員做詳細規劃後提出申請，也請各案

件需配合 DDF 款之 1.5 倍相對捐款， 共同支持

申請之服務計畫。 

國際扶輪的全球獎助金(Global Grant)需事先

詳細規劃： 

留意各項服務計劃必須符合國際扶輪指定之六

大焦點領域工作範圍 

由國內、外配合社的現金或指定基金捐獻（請

先行尋找國外配合款項) 

由社或分區發起之計劃案件如需要地區之 DDF

支持，需先經由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審查通

過，則可贊助 DDF 每案件美金 8,000。 

地區目前已收到 12 件申請書。 

世界社區服務計劃與 VTT 計畫結合申請全球獎

助金：世界社區服務(WCS)&職業訓練對(VTT)報

告： 

計畫名稱：弱勢貧窮水上人家遷移新建房屋捐

贈、圖書館更新及醫療服務。 

合作地區：D3830(菲律賓馬尼拉地區) 

實施方式：申請全球獎助金與地區捐贈 

時    間：2016 年 11 月 16~20 日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2016 年 8 月 19-21

於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舉辦全地區扶輪青少年領

袖獎活動。每一扶輪社請推薦二位青少年參加。 

RYE：交換學生計畫。 

扶輪友誼交換計劃（RFE）：擬規劃三至五團。 

青少年服務：規劃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 星

期六 )假宜蘭舉辦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鼓勵與韓國締結姊妹社。(韓國 3750 地區為我

們姊妹地區) 

各分區例行或有創意的中、大型活動由各分區

自行籌辦，地區全力支持輔導。 

舉辦單車環島之旅、鼓勵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

金、發揚扶輪公共形象 

計畫在地區舉辦偏鄉教育。 

舉辦「國際扶輪第十一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

獎」 

舉辦「肝病防治教育訓練活動」(民眾肝病免

費篩檢暨追蹤) 

【D、扶輪基金捐獻計畫】 

年度計劃基金參與率 100％。預計年度捐獻目

標達成 150 萬美元以上捐獻。因應扶輪基金百周

年活動計劃，希望超越以往紀錄百分之五以上。 

年度計劃基金(AF)捐獻總目標為 95 萬美元或

以上。扶輪社的年度基金捐獻平均每人達到美金

200 元以上，及保羅哈里斯捐獻年度計劃基金達

15％的社員人數以上，請全力支持此捐獻目標。 

社友每捐一顆保羅哈里斯，總監即贈送扶輪百

週年紀念幣一枚。 

總監夫人鼓勵社友夫人及寶眷也能加入成為

保羅哈里斯的成員之一，只要夫人指定捐贈保羅

哈里斯基金 1,000 美元，總監夫人即贈送一串天



然珍珠以資獎勵。 

頒贈日期：訂於 12 月 8 日地區寶眷聯誼活動當

天-台北喜來登飯店 

根除小兒痲痺基金捐獻：為達成國際扶輪根除

小兒痲痺目標，並配合 End Polio Cycling 

Tour ，每一扶輪社至少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

2,650 美元以上。 

國際扶輪基金會永久基金捐獻：鼓勵每社捐獻

國際 扶輪基金會之永久基金 1000 美元，充裕基

金會的規模。 

鼓勵各社指定 Gary C.K. Huang 之冠名基金以

贊助和平獎學金。 

巨額捐獻：鼓勵社員一次性或累積捐獻達美金

壹萬元，成為榮耀的巨額捐獻者。每分區目標 6

位以上。 

此項基金達巨額捐獻者，地區給予獎勵贈送保羅

哈里斯銅像獎座乙座。 

指定用途捐獻：衡量地區全球獎助金之申請，

或特殊服務性質需求，助理總監協調該分區各社

社員適度捐獻於指定用途。 

【E、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地區全年度捐獻：鼓勵社員每人平均捐獻達新

台幣 2,000 元整以上。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各 12 名。 

鼓勵冠名獎學金 12 名。 

參與中華扶輪基金捐獻社達全地區社數百分

之 95%。 

推廣百萬中華扶輪基金榮譽董事。 

【F、國際會議】 

地帶研習會：2016 年 12 月 2 日~4 日於泰國曼

谷舉行。 

國際年會：2017 年 6 月 10 日~6 月 14 日於美

國亞特蘭大舉行。(正值國際扶輪基金 100 年紀

念，請踴躍報名) 

扶輪知識 

國際扶輪要求每位社友至少訂閱一份扶輪雜

誌，請全體社友 100％訂閱扶輪月刊。 

鼓勵社友參與扶輪領導學院學程。 

鼓勵各分區舉辦新社友扶輪知識研習會。 

鼓勵社友閱讀每月出刊之總監月報 

每周社刊一則扶輪知識訊息。 

資訊 

提高 Email 之使用率。 

提高各社網站之架設。 

訂閱 RI 各項電子訊息。 

加強地區網站之服務。 

R.C.C.網路登錄。 

總監月報 

每月出刊一次。 

各社請於每月10日提供上個月之出席報告給總

監辦事處。 

各社請於新社友宣誓後三天內將新社友及介紹

人資料提供給總監辦事處。 

各社請儘早提供各項扶輪活動、服務計劃之執

行資料給總監辦事處，以利次月即能刊登於總監

月報。 

每分區各一欄發表分區事項。地區副秘書為當

然編輯委員。 

公共形象 

宣導扶輪理念：鼓勵各社、各分區配合社會服

務與聯誼活動並結合地方政府舉辦扶輪日或扶

輪週。 

公共形象物品請採用 RI 新公告識別標章，統一

RI 識別以加強大眾對國際扶輪印象。 

地區年會 

日期：2017 年 4 月 15 日~4 月 16 日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特色：扶輪服務成果發表促進彼此友誼、交換

服務經驗、表彰傑出事蹟。  

地區常態性活動 

支持 2021 RI 在台灣舉辦國際年會推動計畫。 

扶青團、扶少團：擬推動活動觀摩學習，活化 

新世代組織。 

「扶輪領導學院」推廣。 

扶輪創社社長CP研習會，各分區指派2名以上。 

全國領導學院年度大會。 

社區服務團：宣導社區服務團與強化團務工作。 

寶眷聯誼活動：2016 年 12 月 8 日在台北喜來登

飯店舉行 

 地區總監謝木土D.G.Concrete頒發地區委員

會聘書予本社各位前社長。 

 社長劉炳宏Hero個人也準備紀念品回贈予地

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蔡富得 A.G.Screen、第二分區地區副秘

書賴建男 D.V.S.Otoko。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時間：8月 27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本社從第十八屆開始由板東愛心基金會，提撥款項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至今

已邁入第十三個年頭，而板東愛心基金會款項也於去年度使用完畢。今年度在社長劉炳宏 Hero

號召下，立即獲得郭昭揚 P.P.James、羅國龍 P.P.Lobo、邱明政 P.P.Masa、陳萬祥 I.P.P.Roberta、

李榮鏗 P.P.Smile、林振哲 Sky、張茂樹 P.P.Shige、劉炳華 P.P.Stock、蕭慶安 Tiger 共同響應

認養，讓弱勢家庭孩童今年度的生活補助金不中斷。 

 

 

 

 

 

 

 

 

 
 
 

社長劉炳宏 Hero、社區主委吳得利 Polo 與認養人一同捐贈年度認養金 144,000 元予家扶中心 
 

新社友黃健豪 Taylor、黃俊哲 Tetsu 入社儀式剪影 
時間：8月 27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社長 Hero 與社員主委 P.P.Cathay 代表歡迎新社友 黃健豪 Taylor 加入板東大家庭 

 

 

 

 

 

 

 
 
 

社長 Hero 與社員主委 P.P.Cathay 代表歡迎新社友 黃俊哲 Tetsu 加入板東大家庭 



 

榮任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地區委員會職務 

姓名 擔任職務 姓名 擔任職務 

邱明政 

P.P.Masa 
地區節能減碳計劃委員會委

員 

李水日 

P.P.George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黃明志 

P.P.Long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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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主委 

葉進一 

P.P.First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薛松茂 

P.P.Sun-Rise 地區出版委員會委員 

吳振斌 

P.P.Tea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委員 

王世原 

P.P.King 
地區婦幼與健康委員會委員 

黃文龍 

P.P.Wood 
地區災難救濟委員會委員 

郭昭揚 

P.P.James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副主委 

洪敏捷 

P.P.ENT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張茂樹 

P.P.Shige 
青少年保護委員會委員 

鄭德文 

P.P.Just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黃伯堯 

P.P.Jack 
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會委員 

劉炳華 

P.P.Stock 

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公益委員會委員 

李榮鏗 

P.P.Smile 
地區扶輪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張富逸 

P.P.Eric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

委員 

程文金 

P.P.Cathay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委

員 

江基清 

P.P.AL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

會委員 

謝堂誠 

P.P.Land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委

員 

羅國龍 

P.P.Lobo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賴建男 

D.V.S.Otoko 
地區副祕書 

陳萬祥 

I.P.P.Roberta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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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

度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 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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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料表(附件二)、宣誓書(附件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

署後，連同扶輪社推薦公函於 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 (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

公室。 

四、 隨函附件地區總監參選資格及任務（附件一）、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及宣誓書(附件

三)，請參閱。 



地區總監謝木土 D.G.Concrete 蒞臨公式訪問剪影 

時間：8月 27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長 Hero 致贈 D.G.Concrete 紀念品                 社長 Hero 致贈 A.G.Screen 紀念品 

 

 

 

 

 

 

 

 

 

 

 

 

全體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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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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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監 郭道明伉儷、社長當選人 羅致政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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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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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九月十日 

第 152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伯堯 P.P.Jack 

主  講  者：輔仁與淡江德語系 

兼任副教授 查岱山先生 

講      題：不一樣的德國人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夫人(63.09.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金興社友(66.09.08)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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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第152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Frank、Herbert、

Kevin、Navigare、Tiger、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8月27日  第1526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63,929

AL 2,500 Masa 1,000

Bright 1,000 Master 4,500

Cathay 3,000 Obama 1,000

Dental 1,000 Otoko 3,000

ENT 1,000 Polo 1,000

First 1,000 Roberta 3,000

George 1,000 Shige 1,000

Hero 11,000 Sky 1,000

Jack 1,000 Smile 3,000

James 2,000 Stock 12,000

Jason 1,000 Sun-Rise 1,000

Justice 1,000 Taylor 5,000

Kenny 3,000 Tea 1,000

King 2,000 Taylor 5,000

Land 2,000 Trading 3,000

Life 1,000 Wood 1,000

Lobo 1,000 謝木土 6,000

小計：     $88,000 總計：     $451,9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3,100

Tom 10,200  

小計：      $10,200 總計：     $31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