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30 日  第 1792 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黃文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暨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除了總監團

隊、八扶輪社社長、秘書、入社新社友、工

作人員參與實體例會外，各社其他社友們

ZOOM 線上視訊會議。 

 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 下

午一時準時鳴鐘開會。 

 聯誼活動由板橋扶輪社張泰西 Stone、新北光

暉扶輪社陳宏志 Monga 主持。 

歡迎總監黃文龍 D.G.Wood(板橋東區社) 

、總監夫人簡家秀女士、地區秘書長劉紹 

榮 D.S.Alex(板橋社)、地區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會委員會主委賴麗雲 C.P.Maggie 

( 新北市和平社 )、地區公關長許民翰

P.P.Dennis(樹林社)、地區副訓練師暨各訓練

會總執行長陳明理 C.P.Ali(板橋群英社)、地

區副公關長曾世琛 D.T.(三峽社)、地區獎助

金管理主委暨副公關長蕭義煜P.P.Eric(新北

卓 越 社 ) 、 地 區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郭 有 福

P.P.Car(板橋北區社)、地區策略長林子傑

C.P.Wedding(新北單車網路社)、總監聯合公

訪主委羅毅 Lo-Yi(鶯歌社)、地區巨額捐獻人

Major Donor 推廣主委郭昭揚 P.P.James(板

橋東區社)、地區輔導新社委員會主委董金偉

P.P.Roger(林口幸福社)、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陳福源 A.G.Gas(板橋社)、第二分區地區副秘

書黃木發 D.V.S.H.D(板橋北區社)、總監辦公

室執行秘書曾偉豪 Amigo 蒞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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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灑走一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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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 介紹地

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資歷。 

 各社新社友聯合宣誓入社暨佩章，由地區

總監黃文龍 D.G.Wood、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 監誓，簡單隆重完成入社儀式。  

 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傳遞扶輪訊息： 

2021-2022 年度國際扶輪社社長謝卡.梅塔

說扶輪要「做更多、更壯大」。 

做更多，就是做更大更有影響力的服務

計畫。 

更壯大，就是增加社友人數擴大參與。 

17 年來我們社友數保持在 120 萬人，17 年

來做不到的，我向您提出挑戰，2022 年 7

月 1日社員人數要達到 130 萬人，要如何

達到這不可思議的目標，答案是每一人引

進一位新社友，請每一位社友，在未來的

時間中引進一位新社友，我們須要更壯大

才能做更多。 

扶輪改善人生 

服務是我們立足地球所要支付的租金，我

希望成為地球上的優良租客。 

我確信您也早就找到服務的機會，可能是

小服務機會或大服務計畫，服務的定義不

只規模更關鍵在態度。 

扶輪社友不斷服務因為我們想要改善人

生，扶輪在海地的水資源服務計劃改善了

超過千萬人的人生，扶輪在印度的教育計

劃影響了數百萬兒童的人生。 

在新的扶輪年度，我請求您、敦請您、引

導您服務人們幫助其改善人生。 

年度焦點強調協助女孩增強力量 

多元是我們扶輪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公

開宣言，勾勒出我們對 DEI(Diversity 多

元、Equity 公平、Inclusion 包容)的堅信

不移，協助女孩增強力量至為重要，因為

發現女孩常遭遇不利處境，我們服務所有

兒童但更加著重女孩。 

而針對扶輪社與扶青社，能夠組織與吸引

社、扶青社員與大眾，我們將舉辦扶輪服

務日，鼓勵每個社參與扶輪服務日。 

終結小兒麻痺病毒，對抗新冠肺炎病毒疫

情，投入大型服務計畫，社員數成長為空

前未有的 130 萬人，這是充滿挑戰且令人

興奮的任務。 

扶輪社友樂於挑戰，船停泊於港口雖然安

全，卻不是建造船的本意，船須要航行於

大海，此刻不論您身在何處，我們將手放

在胸前，我們一起祈禱，我們擁有神奇力

量致力服務改善人生。 

扶輪與您齊心抗疫 

台灣在疫情期間，扶輪人看到醫護人員的

辛苦，全台灣的十二位總監聯手號召在很

短的時間內，總共募集到了 135 座的扶輪

行動正壓篩檢站，這是一個非常不可能的

任務，但我們做到了。 

當缺工、缺料、缺運輸時，扶輪人主動站

出來提供職業專長，所有的困難都被扶輪

人排除，這就是結合眾人的力量，一起幫

忙守護前線醫護，我們以身為扶輪為榮。 

行動服務  幸福花蓮 

面對疫情嚴峻且深切影響著世界往來的客

觀形勢，所以我們做出一個不一樣的選

擇，以行動服務台灣，以服務幸福台灣！ 

在台灣的南花蓮，我們發現因為受限於地

形交通的不便，就醫之路如此迢迢，一百

公里的眼淚，是他們來回奔波抹不去的心

酸，而偏鄉教育資源的不足，孩子們雖然

用心的成長，但圖書設備的缺乏，嚴重影

響孩子的學習。 

所以 2021-2022 年度 WCS「行動服務幸福

花蓮」計畫，分別提出「南花蓮 2部就醫

巡迴車募集計畫」以及「南花蓮 10 所公立

小學識字能力提昇計畫」，希望能為他們

搭起就醫的最後一里路，能為他們搭起就

學的最初一里路，一起行動服務幸福花

蓮！ 

親愛的 3490 地區扶輪夥伴們，以服務改善

人生，讓我們一起做幸福的服務，讓我們

一起改善幸福他們與我們的人生！ 

 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頒發地區各委員

會聘書並致贈八扶輪社禮金、紀念品。 

 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新北

光暉扶輪社社長趙書宏 P.Suhon 代表致贈

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紀念品。 

 八扶輪社社長分別致贈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小社旗。 

 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趙書宏 P.Suhon 下午

二時三十分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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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水日 

P.P.George 

總監顧問委員會副主委 江基清 

P.P.AL 

地區年會委員會執行長、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總監暨社長聯合就職執行

典禮司儀組組長 

郭祐福 

P.P.Fu-Ku 

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 謝堂誠 

P.P.Land 

地區反毒教育委員會委員 

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訓

練師、指定代理總監 

羅國龍 

P.P.Lobo 

地 區 巨 額 捐 獻 人 Major 

Donor 推廣委員會委員 

葉進一 

P.P.First 

地區災難救助委員會委員 賴建男 

P.P.Otoko 

地區偏鄉教育委員會委員 

薛松茂 

P.P.Sun-Rise 

第 9 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委

員 

陳萬祥 

P.P.Roberta 

疾病預防與治療委員會委

員 

吳振斌 

P.P.Tea 

地區偏鄉教育委員會委員 劉炳宏 

P.P.Hero 

地區偏鄉教育委員會委員 

王世原 

P.P.King 

母親與兒童健康委員會委員 羅致政 

P.P.Master 

地區國際事務長 

郭昭揚 

P.P.James 

地區巨額捐獻人 Major Donor

推廣主委 

林振哲 

P.P.Sky 

扶輪耆老委員會委員 

洪敏捷 

P.P.ENT 

地區衛生教育疾病防治委員會

主委 

張正鳴 

P.P.Jason 

反毒網路公益宣導委員會

委員 

張茂樹 

P.P.Shige 

地區膳食委員會委員 吳得利 

I.P.P.Polo 

地區職業表彰委員會委員 

鄭德文 

P.P.Just 

地區惜食推廣委員會委員 徐明偉 

Beson  

社長、總監暨社長聯合就職

執行典禮場地布置組組長 

黃伯堯 

P.P.Jack 

地區總務長 許家榮 

Will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劉炳華 

P.P.Stock 

地區年會委員會主委 黃健豪 

Taylor 

地區財務長、總監暨社長聯

合就職執行典禮財務組組

長 

李榮鏗 

P.P.Smile 

地區衛生教育疾病防治委員會

委員 

張宏陸 

Aero 

地區對政府關係委員會主

委 

張富逸 

P.P.Eric 

地區持績贊助會員 RFSM 推廣

委員會委員 

黃俊哲 

Tetsu 

地區惜食推廣委員會主委 

程文金 

P.P.Cathay 

基礎教育與識字委員會委員   

 

 



 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公式訪問暨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9月 30 日(星期四)                     地點：新板希爾頓宴會樓二樓如意廳 
 
 

 

 

 

 

 
 
 

 

 
社長 Benson 致贈 D.G.Wood 小社旗            八扶輪社社長致贈 D.G.Wood 小社旗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21~202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 

八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10年9月3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二、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 

三、出席：應出席：16位、實際出席：15位、列席：4位 

四、列席：國際3490地區總監：黃文龍      國際3490地區秘書長：劉紹榮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黃木發 

五、主席：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P. Charles、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集達P. Life 

紀錄：板橋扶輪社秘書饒吳冠S. Tiger、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部政翰S. Heaven 

六、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P. Charles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P. Charles致詞：略 

<二>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集達P. Life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3490地區 地區總監黃文龍D.G. Wood致詞：略 

<二>3490地區 地區祕書劉紹榮D.S. Alex致詞：略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A.G. Gas致詞：略 

<四>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黃木發D.V.S. H.D.致詞：略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1~2022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間、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1.平均三個月，舉辦一次社秘會，共有四次，一次二社主辦。 

2.第一次由板橋扶輪社及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請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抽籤決定主辦 

順序。 

決  議：第二次：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第三次：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 



第四次：板橋西區扶輪社、新北市光暉扶輪社主辦 

時間與地點，由各次主辦社決定。 

案由二：2021~2022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例會暨聯合總監公訪，謹訂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30

日(星期四)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扶輪社與新北市光暉扶輪社共同主辦。 

2.板橋社社長Charles補充說明： 

本次二分區聯合例會，D.G.表示可與總監公訪合併舉行，也與D.G.討論過，視疫情狀

況，研擬活動方案。以目前防疫政策，規範室內人數為據，以往二分區聯合例會大約

20-24桌，若情況允許(防疫政策規範、飯店業者配合等)，可分區(廳)辦理實體聯合

例會；備案則是比照近來線上聯合例會之方式，採實體搭配線上聯合例會模式，實體

部分，邀請各社社長、秘書、Main table貴賓、需佩章社友以及工作人員等到例會現

場，其他社友則採線上直播參與聯合例會，以此兩種方案為籌備方向。因為D.G.強調

本次聯合例會重點在佩章，是以會邀請各社新社友參加實體例會。聯合例會程序概說：

時間約於13:00-14:00，安排新社友佩章、D.G.Wood專題演講、頒發各委員會聘書，

因為各社聘書繁多，細節會再與光輝社社長研議，然後D.G.致贈紀念品與禮金、二分

區八社共同致贈紀念品予D.G.，最後八社贈小社旗給D.G.，規劃完成會以公文向大家

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2021~2022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謹訂於中華民國110

年11月7日(星期日)假中和烘爐地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 

2.爰往例基本報名人數應為社員人數100%、寶眷60%以上(主辦社之報名人數為社員人數 

200%)，報名費300元/人。 

3.板橋北區社社長Life補充說明： 

費用部分，主要用於購買禮品，當天會有摸彩活動，另外趣味競賽的獎品；另外，活

動毛巾會以吸汗效果好的為品質重點。本活動也需考量疫情局勢，往例聯合登山活動

約300人以上參加，故仍須看疫情是否緩和，政府防疫規範室內/外活動人數是否開放

更多，而作滾動式修正調整。 

4.板橋東區社社長Benson補充說明： 

過往都是在二樓室內舉行，今年可能考慮將場地移至一樓停車場開放空間舉辦。登山

後，進行相關活動、趣味競賽與摸彩後，擬各社各自帶開用餐，不群聚於該地用餐，

活動細節將與板橋北區社討論後，再行通知各社。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2020~2021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中華民國110年

11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00報到10：30開球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1.由板橋扶輪社主辦。 

2.依慣例，各社社長贊助一萬元。報名費爰往例500元/人。 

3.A.G. Gas補充說明： 

本議題其實也是爰往例，希望每社能有更多人參與。其實本活動宜更名為第二分區聯

誼賽，因為花錢的人不只有A.G.，還有各社所有社長以上的人，都要提供獎金或獎品；

不過購買禮品，較浪費、不實際，原則上會以禮卷或紅包為主，讓大家通通有獎或都

可以摸彩，提高參與感。希望各社盡量多派員參加，例如團體賽等，也正研擬，最多

人參加的社，給予獎品鼓勵。雖已預訂好場地，是否如期舉行，仍須視疫情狀況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請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林集達 P. Life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十月十六日 

第 179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 

主  講  者：真理大學校長 陳奇銘先生 

講      題：企業創新永續經營 

 

下週節目 

十月二十三日 

第 1795 次例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臺灣福昌集團 

總經理 楊杰先生 

(宜蘭扶輪社 P.P.Jack) 

講      題：台灣豬之育種 

 

敬祝 生日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吳振斌前社長夫人(41.10.2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俊哲社友(106.10.22)4 年 

 

第 35 屆內輪會 

時間：10 月 19 日(星期二)12:0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 3 樓家宴餐廳 

備註：社長夫人宴請全體社友夫人， 

屆時敬請各位夫人撥冗出席。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30 日 第 1792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01,700 

Jimmy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409,400 

 

社區服務-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暨 

溪州國小單親家庭課後輔導計 

劃 
時間：10 月 4 日(星期一)09:30 

地點：板橋北區社社館 
 
 
 
 
 
 
 
 
 
 
 
 
 

副社⻑ P.P.Smile 與社友 Jey 代表本社頒發 

經費⼀萬元予宏國德霖科技⼤學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中 

區社、新北瑞芳社與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老師合影

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