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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江能裕 Family　
社刊主委：吳榮欽 Banker

社　　長：薛銘鴻 Lawyer　
糾　　察：張立昇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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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吳維豐地區總監蒞臨公式訪問
【板橋扶輪社第 2418 次例會程序表】

11：00
會晤： 社　　　長：薛銘鴻 Lawyer 

社長當選人：劉紹榮 Alex 
秘　　　書：江能裕 Family

11：20
社務行政會議：各職員、全體理事、各委員會主委參加 
一、檢討與報告全年工作計劃及進行成效 
二、並請示總監問題，一方面請總監協助解決問題並指導及指示

12：30 註冊聯誼

13：00

例會開始： 
1.社長鳴鐘開會 社　　長 Lawyer

2.聯誼活動： 一、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社友夫人 
二、唱＞歡迎區總監 
三、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四、唱＞慶祝社友及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五、唱＞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六、唱＞扶輪頌

聯誼主委 Genial

3.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 Green
4.秘書報告 秘　　書 Family
5.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 Max
6.社長致詞 社　　長 Lawyer
7.介紹地區總監（約 3分） 助理總監 Oral
8.地區總監專題演講（約 30分） 地區總監 David
9.地區總監頒發地區領導人、各委員會等聘書 地區總監 David
10.  贈送贈送地區總監伉儷、地區秘書長、助理總監、 
地區副祕書⋯等紀念品

社　　長 Lawyer

11.社長鳴鐘閉會 社　　長 Lawyer
12.全體合影留念

敬祝生日快樂
洪學樑 前總監 (22.07.13)P.D.G.Carbon
鄭俊彥 社友 (43.07.15)Art
張　凱 前社長 (38.07.17)P.P.Kai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徐維志 社友 (74.07.14)Infinity
胡文娟 女士（結婚廿七週年紀念日）

感謝您
Lawyer社長贈送全體社友招財進寶柿子陶磁乙
只。

～謝啟～
板橋扶輪社第 47屆社長職員就職典

禮，感謝各界致贈花籃及禮金，隆情厚誼

無以銘感特此致意。

感謝 James I.P.P暨夫人，所有服務
團隊成員以及所有參與的社友用心付出與

投入，使第四十七屆社長暨職員交接就職

典禮圓滿成功，合十感恩大家 !
板橋扶輪社社長 薛銘鴻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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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中央扶輪社經歷

2001年 8月 21日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2002-2003年度　 社長當選人、理事、糾察、

高爾夫球總幹事

2003-2004年度　社長、理事
2004-2005年度　理事
2005-2006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6-2007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7-2008年度　前受獎人主委
2008-2009年度　環境保護主委
2009-2010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2011-2012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
2012-2013年度　國際服務副主委
2013-2014年度　理事

地區扶輪經歷

2004-2005年度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功能性教育能力提昇委員會

副主委

2006-2007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副主委
2007-2008年度　 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

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
委員

2009-2010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
委員

2010-2011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跨地區活動 3490地區委員

會主委 

危機處理小組招集人副主委 
跨地區植樹委員會主委

2012-2013年度　RYE危機處理小組召集人
2013-2014年度　地區總監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1. 2002-03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 2003-04年度 永久基金 1000美元
3.  2005-06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至今捐獻
累計 50,000元

4.  2011-12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至今累計
10,000美元 (第一顆巨額捐獻 )

5.  2012-13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10,000美元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30,000元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授獎榮譽事

1.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財政部核定 95 
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

2.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創會理事長
3. 擔任新莊市中小學家長協會顧問副團長
4.台北縣新莊分局偵查隊義刑分隊顧問
5.參與捐贈復康巴士

社團經歷

台灣省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省玻璃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理事

出生日期：1951年 3月 8日
夫人姓名：潘秀卿女士

職業分類：玻璃加工業

現　　職：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　　歷：私立真理大學畢業

地　　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268 巷 24 弄 2 號
電　　話：（02）2204-3388
傳　　真：（02）2208-0315
E-mail: ri3490.gov.1314@gmail.com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3-2014年度 
地區總監 吳維豐 D.G. David簡介



板橋扶輪社社刊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3-2014年度 
地區秘書 方明海 Speaker簡介

扶輪經歷

所屬社：新莊中央扶輪社

入社日期：2001年 8月 21日
2001-2002年度　 理事、會計、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年度　理事、會計
2003-2004年度　理事、秘書、社刊主委
2004-2005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
2005-2006年度　理事、社長
2006-2007年度　理事
2007-2008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8-2009年度　社務服務主委
2009-2010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主委WCS 

主委、高爾夫球主委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出席

2011-2012年度　理事、社員主委

2012-2013年度　 服務計畫主委、高爾夫球
總幹事

2013-2014年度　理事、行政管理主委

地區經歷

2006-2007年度　 地區鼓勵出席國際年會委
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地區扶輪知識研習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委員會

委員

2011-2012年度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地區辦公室主任 
跨地區植樹委員會執行長

2012-2013年度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地區秘書

出生日期：40年 11月 27日
夫人姓名：陳美惠女士

職業分類：音響零件製造業

現　　職：啟商工業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 227巷 15號
電　　話：（02）2903-9309
傳　　真：（02）2906-9658
手　　機：0932-946541
E-mail: speakerpp@gmail.com

本 週 節 目　第 2418 次例會
102 年 7 月 11 日

●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吳維豐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1.上午 11點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2.召開社務行政會議
3.例會、專題演講

●召開七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419 次例會
102 年 7 月 18 日

●主講人：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心臟內科主任  
陳冠宇 醫師

●講　題：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照護
●節目介紹人：羅浚晅 節目主委

7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2年 7月 16日 (星期二 )  

上午 11：30報到 12：00開球
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23鄰39號)

三重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2年 7月 20日 (星期六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台北國賓大飯店 2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 2段 63號 )
出席人員： Lawyer社長、Family秘書、Tea、

Genial、Green、Gas、Money、
Terry、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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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經歷

1979.8.23 加入板橋扶輪社
1982-1983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主

委、水原姐妹社委員

1983-1984年度　 理事、社刊委員會委員、扶輪雜誌委員會委
員、節目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1985-1986年度　 社刊委員會委員、扶輪雜誌委員會委員、節目
委員會委員

1986-1987年度　 社刊委員會主委、節目委員會委員、青少年服
務委員會委員、廿週年特刊委員會委員、消除

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

1987-1988年度　 社刊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消除小兒
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

1988-1989年度　 理事、社刊委員會委員、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委員
1989-1990年度　聯誼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
1990-1991年度　 理事、節目委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1-1992年度　 祕書、廿五週年特刊委員會委員、廿五週年慶

典籌備委員會

1992-1993年度　理事、社會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
1993-1994年度　理事、副社長、社務服務委員會主持理事
1994-1995年度　社長、理事
1995-1996年度　 理事、擴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

委員、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

委員、姐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1996-1997年度　 聯誼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
會主委、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姐妹社公共關

係委員會委員

1997-1998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節
目委員會委員

1998-1999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文獻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
會主委

1999-2000年度　 理事、社刊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教育基金委
員會委員

2000-2001年度　 聯誼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2001-2002年度　 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節目
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

委員會委員

2002-2003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節
目委員會委員、扶輪義工委員會主委、板橋扶

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文化活動委員會委員

2003-2004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
委員會委員、姐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4-2005年度　 擴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職業義工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

員、姐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義工委員會委員、根除
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姐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

委員

2006-2007年度　 理事、社刊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教育基金委
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委

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社刊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
員、顧問委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節目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獎助金委
員會主員、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委員、年度捐獻委員會、根

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節目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際服務
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嗎拉汶姐妹社委員會副
主委、前受獎人委員會副主委

2012-2013年度　 社刊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評議委
員會委員、社員發展委員會組長、顧問委員會

委員、嗎拉汶姐妹社委員會副主委、前受獎人

委員會副主委、地區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1988-1989年度　年度捐獻人
1988-1989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1992-1993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1993-1994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1994-1995年度　 參與WCS世界和平獎金計畫、年度捐獻人、

永久基金捐獻人

1996-1997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1997-1998年度　年度捐獻人
2000-2001年度　年度捐獻人

姓　　名：簡哲雄 Oral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職業分類：齒科醫
服務單位：簡牙科診所
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88 號
電　　話：（02）2967-8455
傳　　真：（02）2967-0178
行動電話：0918-115-451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3-2014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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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3-2014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簡介

扶輪經歷

1986-1987年度　節目委員會委員
1987-1988年度　助理聯誼
1988-1989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1989-1990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1990-1991年度　 祕書、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2-1993年度　 節目主委、姐妹社服務委

員會委員
1993-1994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國

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4-1995年度　 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總幹

事、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5-1996年度　 理事、高爾夫聯誼委員會主

委、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6-1997年度　 理事、出席委員會委員、

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7-1998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會委員、

職業輔導委員會主委、姐
妹社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8-1999年度　 副社長、社員務委員會委
員、公共關係務委員會主
委、職業認識委員會委
員、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9-2000年度　 理事、社務服務委員會主
委、雜誌委員會委員、職
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0-2001年度　社長
2001-2002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

委、顧問委員會委員、職
業促進委員會委員、世界
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2-2003年度　 社員委員會委員、環境保
護委員會主委、職業促進
委員會委員

2003-2004年度　 社員委員會委員、職業發
展社委員會主委、環境保
護委員會委員

2004-2005年度　 顧問主委、節目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職業促進委員會主委、扶

輪基金及消除貧窮委員會
委員

2006-2007年度　 職業成就委員會主委、顧
問委員

2007-2008年度　 認識委員會委員、聯誼委
員會委員、高爾夫球聯誼
委員會主委

2008-2009年度　 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主
委、職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姐
妹社服務委員會委員、扶
輪基金及消除貧窮委員會
委員

2011-2012年度　 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助理糾察、職業發展委員會
主委、社員發展委員會委
員、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

姓　　名：蕭百芳 Green
所  屬  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不動產業
擔任社長年度：2009-2010
通訊地址：板橋區金門街三一巷 23 號 11 樓
電　　話：(02)2953-3366
傳　　真：(02)2958-3292
行動電話：0910-2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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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記要 2417次例會
（7月 1日）

板橋扶輪社 47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下午 5 �

點 30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典禮尚未
開始之前社友們陸續抵達，給予 Lawyer
社長鼓勵及恭喜。

Lawyer社長鳴鐘開會。 �

司儀Stock、Genial、Green、Banker、 �

Duke與Max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主持聯誼
活動。

P.P. Lion介紹新任社長 Lawyer。 �

D.G.David為 Lawyer社長佩帶扶輪徽章。 �

卸任社長 James致詞。 �

Lawyer社長代表致贈卸任社長 James紀 �

念品。

社長 Lawyer致詞。 �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長當選人 Paul致 �

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副社長Baker致詞。 �

卸任社長 James頒贈第 46屆服務團隊紀 �

念品。

介紹 2013-2014年度職員並一一配帶。 �

社長當選人 Alex致謝詞。 �

Lawyer社長鳴鐘閉會。 �

Tech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

Max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

花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謝政達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廖榮清
德林專利商標事務所 葉健龍

禮金

壹萬元　新竹科園社

肆仟元　台北西區扶輪社

參仟元　吳維豐地區總監

貳仟元　 姚啟甲前總監、洪清暉總監當選人、
土城山櫻社、吉立餐廳張愿福董事長

壹仟元　 柯文伶前總監、許永聰助理總監、
吳家程助理總監、林子傑地區副祕

書、蕭百芳地區副祕書、范玉儉 
地區副祕書、周文裕地區副祕書、

黃火木前社長

友社社友

新莊中央社： 吳維豐地區總監伉儷、方明海
地區祕書、黃新發地區財務

台北西區社： 林經甫社長當選人、陳力前社長
新竹科園社： 邱煒翔副社長伉儷、溫水風前

社長伉儷、劉德煇前社長伉儷、 
楊進坤前社長伉儷、賴郁成前社

長伉儷、劉家槿前社長、黃右詰

前社長、徐家光前社長、曾能進

社長當選人伉儷、邱之良社友、

黃吉藏社友、徐永明社友伉儷、

林嘉慶社友、陳聖樺社友、梁

榮宏社友

板橋北區社： 連志謙前社長、蕭百芳地區副
秘書、郭博德前社長、王義雄

前社長、陳義雄社友

板橋東區社： 羅國龍社長、吳振斌前社長、
張富逸前社長、賴建男社長當

選人、劉炳宏祕書

板橋南區社： 吳竹林社長、林繼鐘前社長、
劉鎮洲祕書

板橋西區社： 丁仁傑社長、洪清暉總監當選
人、李金祥前社長、盧昱宏祕書

板橋群英社：陳光憲社長、秦孟暘祕書

樹　林　社： 林進益社長、林進龍前社長、
黃瑞祥社友、謝介源社友

鶯　歌　社： 黃中義社長、許永聰助理總
監、羅  毅前社長、邱英杰前社
長、徐建榮祕書

樹林芳園社： 林麗卿社長、林珠美前社長、
嚴玉梅前社長

大 漢 溪 社：簡東閔社長、彭溪圳前社長
福 利 旺 社：陳碧青社長、王佳鈞祕書
新北市和平社：賴麗雲社長、林妙儀祕書

土　城　社： 黃烏皮社長、張漢潮前社長、
朱國樑社友

土城中央社： 蔡木春社長、林英機前社長、
孟醒宇社友

三　峽　社：王亮弓社長、周文裕地區副秘書

土城山櫻社： 劉慧敏社長、邱淑莉前社長、
孔令姝祕書、林怡嬪社友

三重東區社：黃火木前社長

蘆　洲　社：姚啟甲前總監伉儷

3490網路社：張義峰創社社長
三重南區社：柯玟伶前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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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南欣社：范玉儉地區副秘書

永　和　社： 蕭明貴社長當選人、劉健豐社
友、林昭程社友、

中　和　社：徐文孝社友

來賓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謝政達 局長
昭信資產管理顧問公司 李國彬 總經理
昭信法律事務所 蔡玉坤 律師
禾鉅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鮑鎮紘 先生
2012-13年度 RYE Inbound學生 Arthur
2012-13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 辜冠玉
2013-14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 辜冠傑
伊甸喜樂合唱團蔡青璉小姐、許薰曰小姐 
暨表演同仁

Lawyer社長全家福

例會事項報告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5名　補出席人數：7名
出席人數：70名 　免計出席：8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29,000
就職禮金 -應收款 (IOU) 4,000
累  計 33,000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102年 6月 27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楊明炎 社長　　紀錄：汪忠平 秘書
出席： 楊明炎、林德明、盧政治、陳文龍、

張煥章、何溪泉、劉紹榮、陳瑤國、

汪忠平、江能裕

列席：賴正時、周德傳 
討論提案

第一案：五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議：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

第二案： 關於 P.P.Chemical於 5 / 9例會捐
款 20萬元，捐贈於”扶輪有愛 和
平常在”急難救助金，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 原訂七月四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四一七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

社 47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變更例
會時間於七月一日 (星期一 )於板
橋吉立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 有關李明川前社長申請請假案，提
請討論。

決　議： 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並祝福
Water PP身體健康，早日康復，快
快樂樂回板橋扶輪社參加例會及各

項活動。

第五案：有關呂理鉦社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決議『強力慰留』。

第六案：有關楊榮宏社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決議『強力慰留』。

第七案：有關陳文德社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決議『強力慰留』。

第八案：有關邱冠舜社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理事決議『強力慰留』。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 102年 7月 27日 (星期六 ) 

下午 1:00報到、1:30開會
地點： 麗寶百貨 9樓囍宴軒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9樓 )
出席人員： Lawyer社長、P.P.E.Fu.Ku、Family

祕書、Gas

訪問台北西區扶輪社
時間： 102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 

中午 12：00
地點： 國賓飯店樓外樓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

第一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102年 7月 21日 (星期日 ) 下午 3：00
地點： 六社聯合會議室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巷 8號 11樓 )

社長 Lawyer 邀請您！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時間：102年 8月 4日（星期日） 晚上 6：00
地點： 上海銀鳳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2樓 )
爐主社長 Lawyer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江能裕 Family　
社刊主委：吳榮欽 Banker

社　　長：薛銘鴻 Lawyer　
糾　　察：張立昇 Max

國際扶輪3490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2013-2014年度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社
刊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第 47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D.G.David為新任社長 Lawyer配章 新任社長 Lawyer贈送卸任社長 James紀念品

第 47屆 2013-2014新年度職員 社區服務 ~邀請伊甸盲人喜樂合唱團表演

47屆團隊合唱“人生一首歌”及“堅持”兩首歌 與會社友合唱

與會夫人合影 與會夫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