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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7 月 21 日  第 1625 次例會 

 

 上午十一時，社長林振哲 P.Sky、秘書吳得利

S.Polo、社長當選人張正鳴 P.E.Jason 與地

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秘書長楊朝傑

D.S.Land 、 第 二 分 區 助 理 總 監 張 玉 梅

A.G.Hotel、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鴻興

D.V.S.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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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向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

報告服務之規畫與執行概況。地區總監蔡志

明 D.G.Li-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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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地區總監

夫人游美玲、地區秘書 楊朝傑 D.S.Land、地

區秘書夫人官月珍、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

梅 A.G.Hotel、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賴鴻興

D.V.S.Tile 、 地 區 辦 公 室 主 任 凌 見 臣

P.P.Lawyer、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

會主委 劉紹榮 P.P.Alex、地區公共關係長劉

天祥 P.P.Timothy、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

 陳美君、新北市家扶中心督導黃詩文、 

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社長 Sky 夫人

蔡麗娟、秘書 Polo 夫人黃芳珠、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I. P.P.Master 夫人陳亮吟、 

P.P.Al 夫人 徐文美、社長當選人 P.E.Jason

夫人邱碧霞、秘書當選人 S.E.Benson 夫人林

燕妮、國泰人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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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攏嘛好作伙」。 

 出席主委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社

友出席狀況。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恭喜前社長羅國龍 P.P.Lobo 喜獲內孫

還是龍鳳胎，真正好! 

(2) 下週七月二十八日第 1626 次例會，延至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慶祝父親節晚

會暨爐邊會」。 

(3) 前社長江基清(P.P.Al)千金 江柔穎小

姐與曾大維先生文定之喜，謹訂於七月

二十二日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板橋

凱撒大飯店 2樓如意宴會廳舉行。 

(4) 例會結束後召開七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

童捐贈儀式。由社長林振哲 P.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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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本社社友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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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 A.G.Hotel 介紹蔡

志明 D.G.Li-Shin 資歷。 

 蔡志明 D.G.Li-Shin 傳遞扶輪訊息： 

【2018-2019 年度地區策略方向】 

減徵各社資源：交由各社自行決定資源的 

運用，模式在符合扶輪精神的架構下做最 

棒的服務計畫。 

協調水平合作：協助各社有效合作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善用各社優勢打造多元團隊 

及服務項目。 

推廣公共形象：將扶輪正向的一面傳達給 

普羅大眾，爭取對扶輪的認同加強各社募 

集社員強度。 

輔導重於指揮：各社才是擁有實際運作社 

員的個體，啟發並輔導鼓勵各社都能成為 

勵志的領導者。 

【2018-2019 年度地區年度目標】 

年度結算時地區總社數：100 社 

年度結算時社員留住率：95% 

扶輪基金會各項捐獻總額：USD$ 1,700,000 

各分區鉅額捐獻人數：6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總額： 

TWD$ 15,000,000 

 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 頒發地區委員

會聘書予本社各位前社長。 

 社長林振哲 P.Sky 個人也準備紀念品回贈予

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 賢伉儷、地區

秘書楊朝傑 D.S.Land 賢伉儷、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張玉梅 A.G.Hotel、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賴鴻興 D.V.S.Tile。 

 糾察張富逸 P.P.Eir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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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李水日 
P.P.George 

END POLIO NOW推廣委員會
委員 

黃明志 
P.P.Long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 

郭祐福 
P.P.Fu-Ku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
委員 

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主委 

葉進一 
P.P.First 

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薛松茂 
P.P.Sun-Rise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委員 

吳振斌 
P.P.Tea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王世原 
P.P.King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黃文龍 
P.P.Wood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
委員 

郭昭揚 
P.P.James 

地區前受獎人小組委員會
委員 

洪敏捷 
P.P.ENT 

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會委
員 

張茂樹 
P.P.Shige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鄭德文 
P.P.Just 

地區關懷老人委員會委員 

黃伯堯 
P.P.Jack 

地區婦幼與健康委員會委
員 

劉炳華 
P.P.Stock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會委員
會委員 

李榮鏗 
P.P.Smile 

地區社區聯誼活動委員會
委員 

張富逸 
P.P.Eric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
會委員 

程文金 
P.P.Cathay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
員會委員 

江基清 
P.P.AL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副主委 

謝堂誠 
P.P.Land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
會委員 

羅國龍 
P.P.Lobo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賴建男 
P.P.Otoko 

地區節能減碳計劃委員會
委員 

陳萬祥 
P.P.Roberta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劉炳宏 
P.P.Hero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羅致政 
I.P.P.Master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
員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7月 21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游伯湖、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 

羅致政、賴建男、吳得利、林振哲 

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訪問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慶祝 12 月 20 日兩社締結姊妹社 20 週 

年紀念會暨續盟儀式。請討論。 

決  議：安排五天四夜之旅，組團前往訪問。 

2018-2019 年度地區之扶輪 

青少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 

活動目的：召集具有領導特質的優秀青少年

參加為期 2天 1夜訓練課程，增進青少年的

領導及管理才能，培養其負責任、重榮譽之

特質，為國家培育優質菁英領袖，進而共同

參與扶輪家庭，服務人類，特舉辦本活動 

活動時間：2018 年 8 月 18 日~19 日 

(星期 六、日)。 

 活動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號) 

 參加對象：19 -28 歲經各社推薦之優秀 

青少年(含非扶輪子弟)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時間：7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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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第十五個年頭，而板東愛心基金會款項也已於第二十九屆使用完畢，從第三十屆開始改由社友

自由認養。今年度在社長 P.Sky 號召下，立即獲得 Benson、P.P.Fuku、P.P.Hero、P.P.James、

Kay、P.P.Land、P.P.Lobo、P.P.Roberta、P.P.Smile、Taylor、Will 共同響應認養，讓弱勢家

庭孩童的年度生活補助金不中斷。 

 

 

 

 

 

 
 
 
 
 
 

社長 Sky 與認養人一同捐贈年度認養金 144,000 元予家扶中心 

 

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 蒞臨公式訪問剪影 

時間：7月 21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長 Sky 致贈 D.G.Li-Shin 紀念品                社長 Sky 致贈 A.G.Hotel 紀念品 

 

 

 

 

 

 

 

 

 

 

全體合影留念 



2018-2019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6,000.】 

郭昭揚 US$1,000. 

(根除小兒痲痺) 

羅國龍 US$1,000. 

(根除小兒痲痺) 

郭祐福 US$1,000. 

李水日 US$1,000. 

王文霖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US$1,000.】 

林振哲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600,000.】 

邱明政 NT$200,000. 

(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郭林美惠女士

NT$200,000.(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游伯湖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張正鳴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王文霖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羅國龍 NT$20,000. 

許國騰 NT$10,000. 

王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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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麗娟女士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地區辦公室來函照登-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 

主旨：函請推薦青少年學生參加本地區 2018-2019 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請查照。  

說明：一、 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為期 2~6 週，但必須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  

二、 請 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本項交換計畫。  

三、 隨函檢附申請辦法如下所列：  

(一) 附件一：2018-2019 年度青少年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二) 附件二：2018-2019 年度青少年短期交換計劃中文申請書  

(三) 附件三：STEP Application Form (RYEMT 2019 summer)  

四、 如要進一步瞭解本項交換計畫之意義與活動內容，請洽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諮 

詢。  

聯絡人：RYE 執行秘書 陳世芃（Cindy）、黃雅青（Vicky）  

電  話：(02)2968-2866  

 

第 32 屆內輪會 

時  間：8月 21 日(星期二)12:00 

地  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樓家宴中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邀請人：社長夫人蔡麗娟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2018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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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八日 

第 1626 次例會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林振哲 

 

下週節目 

八月四日 

第 162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游伯湖(Alan)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 

              藥學部總藥師 王明賢先生 

講      題：用藥常識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50.07.30) 

劉孟賜社友(57.07.31) 

游伯湖社友(70.07.3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60.08.03)47 年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3,600

Dental 5,200 Long 5,200

ENT 5,200 Masa 5,200

First 5,200 Obama 5,200

Hero 7,700 Taylor 7,700

Jason 11,500 Wood 5,200

King 5,200  

小計：     $68,500 總計：     $142,1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21 日 第 162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David、Frank、Just、Kay、 

Obama、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stic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7月21日   第162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0,600

AL 3,000 Lobo 5,700

Alan 1,000 Mars 1,000

Benson 2,000 Masa 2,000

Cathay 1,000 Master 1,000

Coach 1,000 Polo 2,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7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6,600 Sky 9,500

First 1,000 Smile 2,000

George 3,000 Stock 3,700

Hero 2,7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aylor 1,000

James 2,000 Tea 1,000

Jason 2,000 Tiger 2,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King 2,000 Will 1,000

Land 2,700 Wood 2,000

Leo 1,000 蔡志明 5,000

Life 1,000  

小計：     $80,000 總計：     $18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