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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07樹林扶輪社蒞臨樹林扶輪社蒞臨樹林扶輪社蒞臨樹林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 

                                                                                                                                                             
 

 

敬祝生日快樂 
黃志光 社友(43.09.16)Wealth 
葉文德 前社⻑(25.09.20)P.P.Gyne 
陳志誠 社友夫人(09.15)A Cheng 夫人 
江能裕 社友夫人(09.19)Family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商村田 社友(64.09.14)Sticker 
商王滿足 女士(結婚四十二週年紀念日) 
王經祿 前社⻑(69.09.16)P.P.Terry 
李淑媛 女士(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日本戶田扶輪社來函照登日本戶田扶輪社來函照登日本戶田扶輪社來函照登日本戶田扶輪社來函照登 

板橋扶輪社 
御礼 

前略、過日 貴、板橋扶輪社創立 50 周年記念
式典時には大変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この度 50
周年記念誌うを送付頂きまして有難うございま
す。立派な記念誌大切に致します。 

貴クラブの益々の発展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2017-18 会⻑ 渡辺正文 
2016-17 会⻑ 金子篤徳 
国際奉仕委員⻑ 福永高士 

 

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    

汪忠平社友 保羅哈里斯 美金壹仟元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張愿福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黃浴期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呂家華女士(Charles夫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社團法人台灣德淵社會福祉協進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貳萬元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樹林社 Ethan社長九月七日第 2635次例會

請與會社友享用吉發鳳梨酥、吉發老婆餅。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淺談科學園區對淺談科學園區對淺談科學園區對淺談科學園區對    

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    

 
玄奘大學 企管理研究所 顏宗明 客座教授 

知易行難知易行難知易行難知易行難 

�開發設立科技園區爭取產業競爭優勢，已是各

國及地方追求經濟成長的顯學。 

�但如何開發與經營管理的好?才是大家想知道

的難題。 

一一一一、、、、地方人士對科學園區的迷思地方人士對科學園區的迷思地方人士對科學園區的迷思地方人士對科學園區的迷思 

迷思一：為什麼第一個科學園區要設在新竹交

大、清大後面這一片土地上?  

迷思二：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徐賢修、林

保仁縣長…等對科學園區貢獻誰最大? 

迷思三：科學園區的環境汙染(水、空氣、垃圾)

及交通問題困擾?兩大問題的爭議(政治

大於經濟) 

迷思四：新竹科學園區分一期(250公頃)、二期(78

公頃)、三 期(新竹市 300+縣 25 公頃)、

四期(竹南 129公頃、銅鑼 350公頃、龍

潭 107公頃、新竹生醫 38公頃、宜蘭 71

公頃)等共四期開發。為什麼現新竹縣三

期徵收失敗? 

迷思五：為什麼新竹縣三期沒有徵收而那些土地

一直是保護區不解編?民國 84 年已函請

縣政府解編，為什縣府未做? 

迷思六：「竹南大埔事件」又是怎麼一回事?苗栗

縣政府之都市計畫與「新竹科學園竹南

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之計畫(非園四

期範圍)有何關係? 

迷思七：為什麼全國設那麼多科學園區?有那麼多

高科技公司嗎? 

二二二二、、、、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 

1.就業 

2.每人平均所得 

3.消費 

4.產業連鎖效果 

三三三三、、、、園區的永續經營創新園區的永續經營創新園區的永續經營創新園區的永續經營創新、、、、人才人才人才人才、、、、投資環境投資環境投資環境投資環境(租稅租稅租稅租稅、、、、

勞動條件勞動條件勞動條件勞動條件、、、、水電水電水電水電…………)、、、、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兩岸關係。。。。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行程：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宿：武陵富野渡假村入住 

早上 6：0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10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大同˙南山】、【福壽山農場(天池/達觀亭/小瑞

士美景/蘋果王】、【高山音樂會/夜觀星象/武陵富

野 SPA水療…】 

早餐：MOS早餐  午餐：梨山賓館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武陵農場桃山瀑布或場本部巡禮】、 

【果園採蘋果】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富野自助火鍋 

晚餐：甲富哥餐廳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訪問土城扶輪社訪問土城扶輪社訪問土城扶輪社訪問土城扶輪社    

時間：106年 9月 20日(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Gas社長、P.D.G.Carbon、P.P.Lucky、

P.P.Glue、Park 祕書、Green、Judge、

Mark、Nick、Stone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授證台北西北區扶輪社授證台北西北區扶輪社授證台北西北區扶輪社授證 57575757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    

時間：106年 9月 21日(星期四)  

上午 11：00 報到 中午 12：00 開球 

地點：龍潭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龍潭鄉民生路 439 巷 130 號) 

參加人員：P.P.E.Fu.Ku、P.P.Bueno、P.P.Diamond、

P.P.Archi、P.P.Terry、Michael 副社長、

Banker、Family、Food、Max、Joe、

Truck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106年 10月 1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 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 號) 

�原訂 10 月 5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39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2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6年 10月 25日(星期三) 

地點：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當天當天當天當天流流流流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 

11:30 報到、聯誼各社幹事、聯誼 

11:45 餐敘 

12:45 鳴鐘宣佈聯合例會開始-十二社社長 

12:46 唱扶輪歌 

12:51 介紹貴賓及各社來賓司儀 

12:56 祝賀生日快樂及結婚紀念 

13:01 社長代表致詞-台北西區社 Alan社長 

13:05  3481地區總監致詞-洪振攀 DG J.P. 

13:09 介紹主講人-台北西區社 Henry 

13:12 唱歡迎主講人-西門社 

13:13 專題演講 

主講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康寧祥董事長 

13:53 致贈紀念品及社旗-台北西區社社長贈禮

金、十二社社長贈社旗 

13:56 致謝詞-台北西北區社 

14:00 鳴鐘閉會十二社社長 

�原訂10月 26日(星期四)中午之第2642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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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7 次例會 

                         106年 9月 21日 

●主講人：歐客佬咖啡廣場 王懋時 執行長 

●講題：咖啡品位鑑賞 

●節目介紹人：葛家勛 社友 

●召開 9月份理事會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3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Apple,Canon,Family,Golf,Infinity,Johnny 

Money,Ortho,Printer,Wealth,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Ethan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C.P.Kind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First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Francis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James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E.Dennis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Bill 副社長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Leo 秘書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Elucky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Education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Sumi社友 土城扶輪社 本 社 

張錦水 總經理 佑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53,000 

JIMMY 第一期 4,250 

BOOK 第一期 4,250 

MAX 第一期 4,250 

ORAL 第一期 4,250 

合計  17,000 

累計  270,000 

 

 

一般捐款 

Gas 

1 歡迎樹林社同學帶隊來訪 

2.買時間 

3.感謝 PP及社友的支持 

3,000 

Syo-Tei 歡喜樹林社社長帶隊來訪 2,000 

Lion 歡喜樹林社社長帶隊來訪 2,000 

Building 歡迎樹林社來訪 1,000 

Jyi-Lih 

歡迎樹林社Ethan社長帶團來

訪、主講老師顏宗明教授精彩

演講 

1,000 

Glue 

1.歡迎樹林社 Ethan社長、CP 

Kind 和社友來訪 

2.歡喜顏教授精彩演講 

1,000 

Jia-Pin 
歡喜結婚週年快樂，例會先行

離席 
2,000 

Green 歡迎樹林社公式訪問 1,000 

A Cheng 
歡喜樹林社社長Ethan帶隊來

訪 
1,000 

Care 
歡喜好久不見 Duke、Charles

來例會 
2,000 

樹林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9,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Terry 
歡迎老同學 PP James 來公式 

訪問 
1,000 

Alan 例會請假，抱歉 1,000 

Max 
1.代理聯誼主委  

2.擔任主講老師介紹人 
2,000 

Land 
1.9/7生日快樂  

2.9/13夫人生日快樂 
2,000 

Sticker 9/10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