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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廖明耆 社友(65.09.07)Land 
商村田 社友(39.09.10)Sticker 
廖明耆 社友夫人(09.13)Land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邱建明 社友(70.09.08)Jia-Pin 
陳春葉 女士(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    

時間：106年 9月 3日 地點：PDG Victor府上 

                

    

歡 迎 樹 林 扶 輪 社 組 團 蒞 社 訪 問 

籌備日期：1981年 2月 19日 

臨時社成立：1981年 4月 24日 

R.I承認：1981年 6月 11日 

授證日期：1981年 6月 30日 

輔導社：板橋扶輪社 

褓姆：周德傳 P.PChemical(歿) 

創社社員：24人 

現在社員：53人+47(寶眷社員) 

創社社長：高文良 C.P.Kind 

輔導成立社：鶯歌扶輪社、樹林芳園扶輪社、 

漢林扶青團、溪崑國中扶少團 

姐妹社：日本小倉西扶輪社、 

馬來西亞山打根北區扶輪社 

友好社：澎湖扶輪社 

2017~2018社長：陳昱森 Ethan 

2017~2018秘書：洪木霖 Leo 

例會時間：每星期五中午 12：30~14：00 

例會地點：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 2號 2樓 

(鎮南宮圖書館 2樓) 

電話：(02)2682-6826 

傳真：(02)2682-9465 

網址：//www.shulin-rotary.org.tw/ 

e–mail信箱：rotary.sl@msa.hinet.net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劉祥呈前總監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柬埔寨 

計畫 美金伍佰元 

盧政治前社長 扶輪公益網 陸仟元 

李威毅社友 本社視訊費用 伍仟柒佰伍拾元 



 

 

2018201820182018----2019201920192019 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    

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暨派遣家長講習會    

時間：106年 9月 9日(星期六)  

下午 1：00 報到 13：30開會 

地點：國立宜蘭大學行政大樓地下室萬斌廳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Wireless社長當選人、 

Schooling主委、Max派遣協調人、 

派遣學生家長鄭明暉先生 

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106年 9月 12日(星期二)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Gas社長、P.P.Diamond、P.P.Torque、

P.P.Terry、Wireless社長當選人、 

Park祕書、Green、Judge、 

Life、Stone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    

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106年 9月 16日(星期六)  

早上 7：00 

地點：中和國民運動中心-錦和游泳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50之 1號) 

第二次社長祕書聯誼會第二次社長祕書聯誼會第二次社長祕書聯誼會第二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106年 9月 17日(星期日)  

下午 4：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ark祕書 

日本和歌山來函照登日本和歌山來函照登日本和歌山來函照登日本和歌山來函照登 

板橋扶輪社御中 
和歌山ロータリークラブ 

2016-17 年度会⻑ 兼田 守 
 
 拝啓 時下ますますご清祥の段、お喜び申し
上げます。平素は格別のご高配を賜り、厚くお
礼申し上げます。 
 この度は、貴クラブ創立 50 周年記念誌をお
送り頂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
5 月の台湾訪問の際にも、沢山のお気遣いを頂
き、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貴クラブの益々の発展と当クラブとの変わら
ぬ友情を祈念いたしまして取り急ぎ御礼のご挨
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敬具 
 

 

 

 

 

 

 

 

 

 

 

 

 

 

 

 

 

 

 

公共形象 扶輪看板 
假板橋冠君大飯店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為善不欲人知的時代已

經過去，扶輪與公關更顯出重要性。因此國際扶

輪在 2006-2007 年度公佈五大架構，包括社員、

扶輪社行政管理、扶輪基金、服務計劃委員會及

公共形象委員會，更是顯出公共形象與扶輪的密

不可分。 

有鑑於此在

第二分區各社社

長的策劃下特設

立扶輪看板於板

橋冠君大飯店，

希望宣揚扶輪的

精神。在此也感

謝板橋西區社前

社長 I.P.P.Bishop

無償提供場地，

讓此項有意義的

服務順利完成。 

 



 

 

了解最近小兒痲痺的爆發 
根據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息，剛果民主共和國及敘利亞這個月(六月)爆發因疫苗衍生的小兒痲

痺疫情。 

敘利亞至少有 17 個病例已被確認，剛果至少有 4 個病例。在這兩個國家，衛生官員們正與「倡

導全球小兒痲痺行動機構」(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合作，立即採取追加的免疫行動，並進行

實地調查，以對疫情爆發做出立即的反應。 

世界衛生組織說，為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鄰近國家也正在強化調查及疫苗接種。 

儘管有這些新的病例，目前根除小兒痲痺的推進是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因此今年通報的病例比

往年少。上星期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國際扶輪年會上，「倡導全球根除小兒痲痺行動機構」也獲

得一項增援：捐獻者承諾捐出 12億美元給根除小兒痲痺運動。 

因疫苗衍生的病例很少，而且狀況與野生病例不同。如欲了解這些爆發的疫情，您應有以下認識： 

問：小兒痲痺病例種類分哪兩種？ 

答：野生的小兒痲痺病例由在環境中自然傳播的小兒痲痺病毒所引起。 

源自疫苗的小兒痲痺病毒極少，而且是存在特定的環境之下。口服小兒痲痺疫苗含有已被弱化的

病毒，這樣它才能引起身體免疫反應，且不至於造成痲痺。疫苗被吞下後，弱化的病毒在兒童的腸道

中進行複製，然後被排出。在衛生落後地區，這種被排出的疫苗病毒可能擴散到其他孩子身上。實際

上這可能有好處，因為這種弱化的病毒接著可以使孩子們獲得免疫能力。當這段病毒再也找不到易受

感染的兒童，它就會凋亡。 

問題發生在疫苗接種覆蓋率低的區域。在這些區域，這種疫苗衍生的病毒片段能持續傳播，只要

它能繼續找到未接種疫苗或易受感染的兒童。只要這些病毒持續傳播，它們自就會產生突變。最後，

如果它們得以傳播夠久－至少 12個月－就能突變成威力足以引起痲痺的病毒。 

問：疫苗安全嗎? 

答：是的。自從 1988 年以來，口服小兒痲痺疫苗已經將小兒痲痺病例數減少 99.9％。野生小兒痲痺

病毒所造成的風險，遠比疫苗引起的小兒痲痺病毒造成的疫情爆發風險來得大。一旦野生小兒痲

痺病毒被根除，口服疫苗將停止使用。 

問：如何偵測到小兒痲痺病例？ 

答：小兒痲痺監測分二個部份：醫生及保健人員們監看兒童是否染上病毒，而且，在沒有充分衛生設

施的區域，政府機關檢驗取自污水系統或其他地方的污水樣本。 

問：疫苗背後有什麼科學知識？ 

答：疫苗有二種：口服病毒及不活化病毒。原始的口服疫苗能預防第 1、2及 3類病毒。 

第 2 類野生小兒痲痺病毒已在 1999 年根除，因此目前的疫苗只包含第 1 類及第 3 類病毒。這使

得疫苗能更快且更好地預防剩餘兩種病毒的感染。不活化的病毒疫苗含有已死的病毒，它是透過

注射進入人體。因為病毒是死的，所以這種疫苗無法造成小兒痲痺的爆發。 

摘自 9月份扶輪月刊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ank,Charles,Duke,Franklin,Food,Jamie,Jet 

Joe,Land,Max,Seven,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張慶林 主持律師 慶揚法律事務所 本 社 

林寯永 老師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劉子僑 創團團長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朱嘉翎 團長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Wayson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2,750 

DUKE 第一期 4,250 

KAI 第一期 4,250 

MICHAEL 第一期 17,500 

APPLE 第一期 4,250 

合計  30,250 

累計  253,000 

一般捐款 

E.Fu.Ku 生日快樂 1,000 

Michael 
1.板橋社高爾夫淨桿冠軍 

2.小兒子考上中興機械 
3,000 

Care 
1.Stone 第一次 Maintable 

2.Jimmy 第一次代理聯誼 
2,000 

Mark Jimmy 第一次聯誼成功 1,000 

Green 總歡喜 1,000 

Judge 歡迎來賓張慶林律師 1,000 

Jimmy 第一次代理聯誼 1,000 

合計  1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Stone 
1.感謝大家祝福夫人生日快樂 

2.歡喜第一次代理祕書報告 
2,000 

Park 歡喜 Stone 代理祕書 1,000 

Stock 9/3 生日快樂 1,000 

Jyi-Lih 9/4 生日快樂 1,000 

Steven 8/3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ile 8/3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7,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5 次例會 

                         106 年 9 月 7 日 

●主講人：玄奘大學企管理研究所  

顏宗明 客座教授 

●講題：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 

●節目介紹人：張立昇 社友 

●樹林扶輪社來訪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6 次例會 

                         106 年 9 月 14 日 

●主講人：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  

梁惠生 理事長 

●講題：朕知道了，你知道朕嗎? 

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 

●節目介紹人：程萬全 社友 

●召開 9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