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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煥章 前社⻑(43.10.04)P.P.Archi 
汪忠平 社友(61.10.04)Charles 
賴正時 前總監(39.10.11)P.D.G.Victor 
鄭光欽 社友(64.10.11)Boss 
葉文德 前社⻑夫⼈(10.01)P.P.Gyne 夫人 
汪俊男 社友夫人(10.09)Jamie 夫人 
商村田 社友夫人(10.11)Sticker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廖金順 前社⻑(43.10.04)P.P.Lion 
廖歐月圓 女士(結婚六十三週年紀念日) 
羅國志 社友(101.10.07)Wine 
曲献珠 女士(結婚五週年紀念日) 
簡哲雄 前社⻑(59.10.10)P.P.Oral 
林淑芬 女士(結婚四十七週年紀念日) 
 

 

 

 

 

 

 

 

 

 

 

 

賀金榜題名~恭賀社友子女孫兒 
於本年度考取學校 

社友 

姓名 

子女孫

兒姓名 
性別 年齡 考取學校 

林延湯 林冠安 女 18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系 

羅浚晅 羅珮郢 女 18 台北大學法律系 

羅浚晅 羅文圻 女 15 北一女中 

高智堅 高婕怡 女 17 格致高中 

孔繁文 孔祥郁 男 19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薛銘鴻 薛以琳 女 15 內湖高中 

林傳傑 林家蔚 男 18 中興大學機械系 

葛家勛 葛献元 男 18 
銘傳大學多媒體 

設計系 

葛家勛 葛献祥 男 15 國立華僑中學 

 

 

 

 

 

 

 

    

【扶輪頌】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二)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t,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莊志翔社友 Duke 訂於 10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舉行 NATURALLY JOJO 寢具忠 

孝門市開幕慶(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72
號 1 樓)，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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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高智堅高智堅高智堅高智堅 James Kao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我是 James Kao，中文名字叫高智堅，智慧的智，
堅定的堅，這是我爸爸自己取的，我哥哥叫信堅，我叫
智堅，我弟弟叫志堅，因為台語發音中，智與志不同音，
在家中又叫小名，所以不會混淆。不過若有同學打電話
講國語，我阿嬤就很困擾，都會問哪⼀個堅？後來我弟
弟上國中後去改名字叫啟超，從此以後就沒有名字的困
擾了。 

我家祖厝是在板橋後埔，我是在三重埔出生，小時候對板橋的印象就是要搭火車才能去的地方，
雖然當時有公⾞到板橋，不過⾞班少，所以都會坐公⾞到艋舺⾞站坐火⾞到板橋，差不多每⼀、兩週
都會坐⼀次火⾞到板橋，陪祖⺟到宏法寺拜拜，然後到祖厝找姨嬤，因為板橋的叔叔開了⼀家雜貨店，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很喜歡回板橋，有吃又有的玩。 

我從小到大收受到好爸爸的庇蔭，我很感恩我爸爸，他讓我在⼀個很好的環境下成⻑，也因為爸
爸加入扶輪社，就像我媽媽說的，我爸爸變好了，沒有再到處去應酬，讓我們的家庭更加幸福美滿。
⼩時候我對扶輪社完全沒有任何了解，第⼀印象就看到⼀群男⼈聚在⼀起開會唱歌的，看起來很像⼀
般社團，但⼜覺得聚在⼀起的這群⼈似乎都很有熱情，當時我完全不知道在社會上會有⼀群⼈聚在⼀
起默默奉獻。 

我大學就讀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之後出國到加州念企管碩⼠，畢業後移⺠到加拿⼤，四年後回
台灣在 Honda南陽實業工作兩年，2000年進入愛買⼯作⾄今，⼀開始主要負責財會相關業務，八年
前開始負責公司物流業務，去年兼任網路購物營運管理業務。 

扶輪社是⼀個非常重視家庭的⼀個社團，四⼗多年來參加過許多次的扶輪社旅遊及活動，許多次
家庭歡樂時光也都是扶輪活動中渡過，扶輪社對我⽽⾔就是⼀個⼤家庭，今年在⼀次餐會中，PP Archi
介紹我參與衛星扶輪社，我⼼想可以先想藉由參與衞星社，更進⼀步了解板橋扶輪社的運作，於是去
參加了衛星社的籌備會議，可惜年齡太大，資格不符，最後我決定直接加入扶輪社，向各位扶輪先進
學習，也要謝謝各位 PP及社友先進，對我⼗分的照顧，讓我順利加入板橋扶輪社，往後⼀定要向各
位 PP及社友先進學習，希望能夠和⼤家在扶輪社共同付出以及成⻑，謝謝⼤家！ 
 

 

 

 

 

 

 

 

第⼀次讀書會 
時間：106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中午 12：30用餐、13：00 開始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讀書會主題：台灣戲曲曲調賞析 
※當天備有午餐 
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

敬敬敬敬邀邀邀邀有興趣之社友及夫人一同參與有興趣之社友及夫人一同參與有興趣之社友及夫人一同參與有興趣之社友及夫人一同參與!! 

社區服務~Life 爵士樂團 
「無限視界擁愛飛翔親子音樂會」 

時間：106年 10月 14日(星期六)  

下午 2：00進場 2：30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3樓) 

~邀請邀請邀請邀請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7~2018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 
八扶輪社第⼆次社⻑、秘書聯誼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國106年9月17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280號) 
主席：板橋扶輪社社⻑：P.Gas、新北光暉扶輪社社⻑：P.Marshall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S.Park、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S.Wen 
板橋扶輪社社⻑P.Gas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 
案由⼀：新北市第⼆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國107年1月21日(星期日)

下午四時，提請討論。 
說  明：1.第三次社⻑、秘書聯誼會由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並邀請2018-2019 

  年度人員列席。 
2.地點確定後另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第三次社秘會地點：海釣族 
案由二：2017-2018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ST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劃」成

果發表會，謹訂於107年1月7日【星期日】假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當日協力社：板橋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請主辦社及板橋⻄區扶輪社各派六⾄⼗位社友

協力會場招待及佈置。預計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二、四、七分區初、複賽謹訂於106年10月14日【星期六】假勝輝都匯

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43巷77號14樓)，提請討論。 
說  明：當⽇協⼒社：板橋⻄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報名資格：社友伉儷為限。  報名費用：每位300元。於報名後匯入指定帳戶。 
初賽：早上9點30分開始(請於賽前⼀⼩時完成報到)，複賽：下午1點30分開始。 
敬請各社至少報名兩位以上。詳細比賽內容請詳閱簡章。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2017-2018年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植樹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主辦社：新北市第二分區八社共同主辦  地點：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510巷內農地 

時間：為配合較適合植樹季節，預計於10~11月舉行，時間另行通知。 
決   議：預定舉辦時間：11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30，請著各社制服。 
活動報告： 
1.10/16(⼀)AG盃高爾夫球賽與光榮團隊高爾夫球賽同場地，故合併舉行。 
2.板橋社主辦之地區獎助金－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舉行日期為：107年1月13日(六)上午10：00，地
點：中山國小大禮堂。 

3.「ST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劃」暫定於12/30(六) 14:30板橋車站裡進行快閃活動。並預計12/20(三) 
14:30於新北市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 
請新北光暉扶輪社社⻑ P.Marshall宣佈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8 名 
出席人數：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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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Frank,Food,Jet,Jimmy,Joe,Money,Seven,Tech, 

Truck,Trust,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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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14,500 

WIRELESS 第一期 17,500 

WEALTH 第一期 4,250 

合計  27,750 

累計  336,250 

一般捐款 

Green 
歡嘉 James Kao 社友，初登
場!! 

1,000 

Tea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Care James Kao 精彩自我介紹 1,000 

合計  3,000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  

上午 10：0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長庚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長庚球場路 66 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E.Fu.Ku、P.P.Archi、

P.P.Miller、P.P.Glue、P.P.Terry、 

Michael 副社長、Family、Food、Green、

Joe、Land、Max、Mark、Nick、Steven、 

來賓-林文鐘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Glue James Kao 精彩自我介紹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000 

    
    
    
    
    
    
    

    

    

    

    

    
    

 
 
 
 
 

10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上午 10：20 報到 10：50 開球 

地點：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1 鄰赤柯山 1 號)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9 次例會 

                         106 年 10 月 5 日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板橋青創衛星

扶輪社三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0 次例會 

                         106 年 10 月 12 日 

●主講人：威廉彼特 方鷹欽 行銷副理  

●講題：認識葡萄酒  

●節目介紹人：羅國志 社友 

●板橋西區扶輪社來訪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1 次例會 

                         106 年 10 月 19 日 

●主講人：祥和牙醫診所 吳培聖 院長 

●講題：中老年人最常見的口腔疾病： 

牙周病與治療 

●節目介紹人：楊明炎 前社長 

●永和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