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08 日  第 1571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秘書 P.P.AL 夫人徐文美、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

P.P.First 夫人郭麗玉、P.P.Sun-Rise 夫人賴

光昭、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P.P.ENT 夫

人連文惠、P.P.Stock 夫人陳雪鳳、P.P.Lobo

夫人廖秀蘭、I.P.P.Hero 夫人董秀琴、Junior

夫人江琇珍、Life 夫人蔡秀枝、Jason 夫人邱

碧霞、Tiger 夫人張桂香、板橋東區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長張以柔、秘書周忠志、團員童建銘 

、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Masa 生日快樂! 

敬祝 Frank 結婚 27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快樂的出航」、「我們都是一家

人」。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致詞：扶

青團新任團長、職員就職典禮，謹訂於七月十

六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社館舉行，敬邀各位

Uncle 蒞臨指導。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社長 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帽子。 

(2) 感謝社友 Life 準備麻油雞、油飯宴請社

友、社友夫人。 

(3) 例會結束後召開七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訪問板橋扶輪社，謹訂於七月十三日(星

期四)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社館舉行。 

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西裝，準時撥冗出席。  

(5) 本年度欲認捐保羅哈里斯之友、永久基

金 者 ， 敬 請 告 知 扶 輪 基 金 主 委

P.P.WOOD。每位美金一仟元，敬請繳納

新台幣三萬二仟元。(多退少補)。 

(6) 本年度欲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敬

請 告 知 中 華 扶 輪 教 育 基 金 主 委

P.P.King。每位新台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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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七月

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吉立餐廳舉行。 

(8) 七-九月份社費繳款通知單，放置於名

牌架上，敬請各位社友攜回並於下次例

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9) 本年度社員通訊錄、電話卡即將編印，

社友若有資料要更新者，敬請告知余 s。 

(10) 職業參觀-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漢翔

航空工業，謹訂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舉行，報名表已放置各位社友桌上，敬

請大家儘速報名。  

(11) 秋季旅遊-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二日遊，

謹訂於十一月四日(星期六)-十一月五

日(星期日)舉行。報名表已放置各位社

友桌上，敬請大家儘速報名。 

 社務行政會議，由羅致政 P.Master 主持會議

邀請五大服務委員會主委報告本年度活動計

劃。 

【社員委員會主委：劉炳華 Stock】 

配合地區各社現職社員留住率 95%以上。 

配合地區致力吸收不滿 40 歲的新世代成為

社員。 

配合全台灣增加寶眷社友計劃 60%的目標，

維持本社 100%社友夫人成為寶眷社友。 

力邀以往因事業繁忙而退社之社友重新加入

本社。 

請社友留意周遭之優秀社會人士並力邀參與

本社之例會…等活動。 

年度終了將特別表揚推薦新社友之社友。 

推薦者必需擔任輔導員的角色，使新社友迅

速溶入板東大家庭。 

社員發展委員會贈送新社友「程序手冊」使

其認識扶輪。 

安排扶輪先進蒞社演講，加強社友扶輪知識。 

社刊傳遞 RI 訊息或友社活動，使社友瞭解扶

輪動態與新知。 

增加社員職業分類多元性，促進職業之交流。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洪敏捷 ENT】 

配合地區各社社員淨成長 15%目標，本社需

淨成長 7位。 

社區服務-預計 10 位社友認捐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 

社區服務-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班學

生 1位、博士班學生 1名。 

社區服務-鼓勵社友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冠名獎學金，碩士班 150,000 元、博士班

200,000 元。 

社區服務-持續繳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統一

捐款，每位 600 元。經費 29,400 元 

社區服務-推廣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

事。(可分五年累積捐獻達新台幣 100 萬元)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八社共同申請地

區獎助金-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畫。經費

地區贊助美金 10,400 元，社內新台幣 60,000

元。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八社共同申請地

區獎助金-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經費地區贊

助美金 3,557 元，社內新台幣 10,000 元。 

社區服務-請社友認養家扶中心貧困孩童共

十二位。經費 144,000 元自由募捐。 

社區服務-參與家扶中心寒冬送暖園遊會設

攤義賣。 

社區服務-協助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推

展團務及各項活動。經費 100,000 元。 

社區服務-參與愛生愛、美生美文教基金會舉

辦之圓夢計劃捐贈弱勢孩童聖誕禮物。經費

50,000 元。 

社區服務-配合地區疾病與藥物濫用防治與

教育訓練與活動。經費 10,000 元。 

社區服務-配合地區慈善歌唱比賽活動。經費

10,000 元 

青少年服務-推薦青少年參加扶輪青年領袖

營(RYLA)。每社 20,000 元。 

青少年服務-配合地區編列地區成年禮活

動，每位 200 元。經費 9,800 元。 

國際服務-贊助地區職業訓練團(VTT)計劃，

計劃一、提昇柬埔寨醫師治療唇顎的技術與

能力，計劃二、提昇台灣長照產業專業人士

的技術與能力。經費自由募捐。 

國際服務-配合地區世界社區服務計劃，計劃

一、捐贈柬埔寨醫療設備，計劃二、提昇柬

埔寨小學照明.飲用水…等設備。經費自由募

捐。 

國際服務-配合地區編列地區扶輪青少年交

換活動(RYE)，每位 200 元。經費 9,800 元 

國際服務-鼓勵社友子女參與地區扶輪青少

年交換活動(RYE)。 

國際服務-鼓勵社友參與地區扶輪友誼交換

計劃(REF)。 

國際服務-鼓勵社友參與地帶研習會。2017

年 12 月 1 日-3 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 

國際服務-鼓勵社友參與國際年會。2018 年 6

月 24 日-6 月 27 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市舉行。 



國際服務-配合地區 RI 社長特別計劃。經費

20,000 元。 

國際服務-配合地區 RI 主題活動。經費

30,000 元。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基地、漢翔航空工

業。經費 80,000 元 

職業服務-獎勵在工作場所有優異表現及實

行崇高道德標準者。經費 20,000 元。 

職業服務-鼓勵社友提供工作機會雇用實習

學生。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黃文龍 Wood】 

配合地區年度計劃基金(EREY)參與率

100%，本社每位社友美金 30 元。 

配合地區保羅哈理斯年度目標 20%以上，本

社需十位社友指定年度計劃基金美金 10,000

元。 

配合國際根除小兒痲痺目標，本社二位社友

指定根除小兒痲痺基金美金 2,000 元。 

配合國際扶輪基金會鼓勵認捐永久基金，本

社一位社友指定永久基金美金 1,000 元。 

鼓勵社友成為巨額捐獻者。 

希望尚未認捐保羅哈理斯之社友請踴躍認

捐，讓社可以成為百分之百認捐社。 

安排扶輪先進蒞臨本社傳達扶輪基金會訊

息。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翁仁禮 Leo】 

配合地區扶輪日活動。經費 20,000 元。 

配合地區編列根除小兒痲痹環島活動。經費

5,000 元。 

配合地區參與公共形象研習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扶輪社共同設置扶輪標語宣

傳看板。經費 10,000 元。 

與愛生愛、美生美文教基金會合辦圓夢計

劃，各大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報導。 

管理板橋東區扶輪社網站、板橋東區扶輪社

facebook。經費 20,000。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林振哲 Sky】 

 配合地區編列地區辦公室費，每位社友 500 

元。經費 24,500 元。 

 配合地區編列 2021 台北國際年會分攤金， 

每位社友 1,000 元。經費 49,000 元。 

 配合地區編列扶輪月刊費，每位社友 1,200 

元。經費 58,800 元。 

鼓勵社友參與地區各項研習會、訓練會。 

 鼓勵社友參與地區年會並繳納基本費，每位 

社友 600 元。經費 29,400 元。2018 年 4 月

14 日-4 月 15 日於宜蘭運動公園舉行。 

安排各行各業精英蒞臨專題演講，也歡迎社 

友夫人蒞臨聆聽。 

 社刊記載會議記錄與社友動態，使社友瞭解 

社務運作情形。 

 一年舉行五次爐邊會議。 

 一年舉行四次內輪會。 

 表揚社友子女金榜題名者。 

 春、秋季旅遊，促進社友、寶眷之間的交流。 

 三個月舉行一次內輪會，增長社友夫人之間 

的情感。 

 板橋東區扶輪社乒乓球隊，不定期互相切磋 

球技。 

 板橋東區扶輪社高爾夫球隊，定期互相切磋 

球技。 

   每週傳真活動通知單予社友，提醒社友出席

活動。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社友出席狀況。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三重扶輪社授證 55 週年 

時間：7月 20 日(星期三)17:30 聯誼 

地點：台北國賓大飯店 2樓國際廳 

 

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7月 23(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參加人員：羅致政、江基清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7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羅致政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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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7月 8日(星期六)14: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 

李榮鏗、劉炳華、黃文龍 

六、列席：郭道明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月份行事曆。請討論 

        07/01 第 1570 次例會，延至七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花園 

大酒店「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07/08 第 1571 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 

        07/15 第 1572 次例會，「膝關節炎」台

北仁濟醫院副院長 蕭國川先生。 

        07/22 第 1573 次例會，地區總監謝漢池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07/29 第 1574 次例會，延至七月三十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慶祝父親節

晚會暨爐邊會議」假板橋吉立餐廳舉

行。 

        八月份行事曆。請討論。 

        08/05 第 1575 次例會，「你應該〝藥〞

知道的事」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元立昇先生。 

        08/12 第 1576 次例會，「怎樣叫做姦?

妨害性自主罪簡介」執業律師 柯宗賢

先生，變更例會地點至勝輝都匯中心大

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

號 14 樓)。 

        08/19 第 1577 次例會，「淺談科學園區

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前國科會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顏宗明教授。 

        08/26 第 1578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共同申請地

區獎助金贊助台北愛樂種子公益音樂

教育計畫」。請討論。 

說  明：經費地區贊助美金 10,400 元，每社新

台幣 60,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共同申請地

區獎助金贊助小太陽英文課輔計劃」。

請討論。 

說  明：經費地區贊助美金 3,557 元，每社新台

幣 10,000 元。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區服務-防止自殺音樂會」謹訂於九

月十六日(星期六)晚上六時假新北市

政府三樓多功能廳舉行。 

決  議：贊助單位二萬元。 

第五案：「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議暨頒發金

榜題名」延至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

午五時三十分舉行例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六案：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金榜題名禮

金、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研究所、大學禮金五仟元，專科、高中

禮金三仟元，紀念品五百元。 

第七案：「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每位禮金

一仟元、紀念品五百元，謹訂於十月十

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社

館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八案：「職業服務-參觀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漢翔航空工業」謹訂於十月十八日(星

期三)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九案：「秋季旅遊-台南大億麗緻二日遊」日期

變更至十一月四日(星期六)-五日(星

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案：「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捐贈弱勢孩

童聖誕禮物」經費五萬元，謹訂於十二

月十六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假社館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本社授證三十一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

夕，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凱撒

飯店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本年度 EREY 認捐金額，地區希望每

位社友為美金 3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本年度認捐保羅哈理斯之友，目標為

美金 10,00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本年度認捐永久基金，目標為美金



1,00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五案：本年度認捐根除小兒痲痺基金，目標

為美金 2,000 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六案：本年度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目標

為十位社友認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十七案：前社長薛松茂(Sun-Rise)申請免計出

席。請討論。 

說    明：年齡 72 歲、社齡 30 年，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 

決    議：通過。 

第十八案：是否成立社館搬遷委員會處理相關事

宜。請討論。 

決    議：委請 I.P.P.Hero 擔任主委，委員為

社長 Master、秘書 P.P.AL、Jason。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是否舉辦 WCS 捐贈埔墘國小淨水設備。

請討論。 

決  議：詢問姊妹社是否有意願配合美金二千

元。 

第二案：社區服務-捐贈弱勢家庭 100 份年菜活

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07月08日   第157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9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Navigare、Taylor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游伯湖 US$1,000. 

程文金 US$1,000. 

李水日 US$1,000. 

劉炳宏 US$1,000. 

郭鄭明良女士 US$1,000. 

羅國龍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羅致政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林振哲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黃文龍 US$1,000. 

黃文龍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永久基金捐獻人】 

李水日 US$1,000. 

黃文龍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郭祐福 NT$150,000.(郭祐福碩士班冠名) 

郭祐福 NT$150,000.(郭徐桃子碩士班冠名) 

郭昭揚 NT$200,000.(郭昭揚博士班冠名) 

王世原 NT$150,000.(王世原碩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150,000.(劉炳華碩士班冠名) 

劉炳華 NT$150,000.(陳雪鳳碩士班冠名) 

邱明政 NT$200,000.(永久基金) 

郭道明 NT$200,000.(郭道明博士班冠名) 

郭道明 NT$150,000.(郭林美惠碩士班冠名) 

邱顯清 NT$10,000. 

洪敏捷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董秀琴女士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呂仁團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羅國龍 NT$2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黃文龍 NT$10,000. 

 



本週節目 

七月十五日 

第 157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 Bright 

主  講  者：台北仁濟醫院副院長/骨科主任  

蕭國川先生 

講      題：膝關節炎 

 

下週節目 

七月二十二日 

第 1573 次例會 

【地區總監謝漢池 Beadhouse 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社員主委 Stock、 

服務計畫主委 ENT、 

扶輪基金主委 Wood、 

公共形象主委 Leo、 

扶輪社行政管理主委 Sky 

   會晤- 

會計 Smile、職業主委 Jack、 

社區主委 Junior、國際主委 George、 

青少年主委 B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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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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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敘獎計劃表」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贈

之灰色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江基清前社長(79.07.18)27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7月08日   第1571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0
AL 2,500 Land 2,000
Alan 5,000 Leo 1,000
Benson 2,000 Life 2,000
Bright 1,000 Lobo 3,000
Cathay 2,000 Masa 6,000
Coach 1,000 Master 4,000
Dental 1,000 Obama 1,000
ENT 2,000 Otoko 2,000
Eric 2,000 Polo 2,000
First 2,000 Roberta 2,000
Fuku 2,000 Shige 2,000
George 3,000 Sky 2,000
Hero 3,000 Smile 2,000
Jack 1,000 Stock 4,000
James 2,000 Sun-Rise 3,000
Jason 1,000 Tea 3,000
Junior 1,000 Tiger 2,000
Just 2,000 Trading 2,000
Kenny 2,000 Wood 2,000
King 11,000  
小計：     $95,500 總計：     $95,500

 
扶青團 承上期：        $0
AL 1,000 Roberta 1,000
Benson 2,000 Smile 1,000
Dental 1,000 Tea 3,000
James 1,000 Tiger 1,000
Jason 1,000 Trading 1,000
Master 2,000  
小計：      $15,000 總計：      $15,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0
First 5,200 Life 5,200
James 5,200 Smile 7,700
Justice 5,200 Wood 7,700
Land 5,200  
小計：     $41,400 總計：     $4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