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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PostPostPostPost 入社入社入社入社    

 

張慶林 Post 新社友宣誓入社，由 P.D.G.Carbon

及 Gas 社長監誓，P.D.G.Carbon 配章，Gas 社長

配戴名牌，P.D.G.Carbon 致贈小社旗及扶輪宗旨

牌，Gas 社長致贈程序手冊及扶輪 ABC，全體與

會社友一一上台與 Post 握手，歡迎新成員加入

板橋扶輪社。 
 

                                                                                                                                                             
 

 

敬祝生日快樂 
李文良 社友(39.11.30)Skin 
吳明田 前社⻑(34.12.06)P.P.Miller 
陳主義 社友夫人(11.30)Truck 夫人 
蕭錦聰 前社⻑夫人(12.01)P.P.Glue 夫人 
邱馳翔 社友夫人(12.06)Genial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金富 社友(63.12.01)Food ♥ 
陳戴秀香 女士(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楊東卿 前社⻑(61.12.02)P.P.Torque ♥ 
楊鍾和妹 女士(結婚四十五週年紀念日) 
江能裕 社友(78.12.03)Family ♥ 
高麗華 女士(結婚二十八週年紀念日) 
紀清田 前社⻑(64.12.05)P.P.Apple ♥ 
紀劉秀霞 女士(結婚四十二週年紀念日) 
邱馳翔 社友(81.12.06)Genial ♥ 
林庭安 女士(結婚二十五週年紀念日) 

 

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 
 

主辦人：P.P.Book 

主講人：P.P.Archi 

時  間：106年 12月 2日(星期六)  

下午 3：00 

地  點：P.P.Book府上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19巷 27號) 

用  餐：大和院客家美食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53號) 

 
 

 

 

 

 

 

 

 

 

 

 

 

 

 

 

 

 

 

 

    
    

-跨地區聯合例會- 
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台北禧愛社 
時間：106年 12月 9日(星期六) 

11：30註冊 12：50鳴鐘開會 14：00閉會 

地點：大昌證券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2號 10樓) 

主講人：台北市長 柯文哲 

講題：從第一名的醫生到第一名的市長 

※板橋群英扶輪社邀請本社蒞臨參加。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Life 社友贈送全體社友 2017 年度記事
本。 

�感謝 P.P.Glue 贈送 11 月 23 日例會與會社友
每⼈⼀組 SETIN 3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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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扶輪公益網台灣扶輪公益網台灣扶輪公益網台灣扶輪公益網    

介紹與教學介紹與教學介紹與教學介紹與教學    

 
紫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豐存 總經理 

台灣六個地區共同的標誌 

國際扶輪 3481 / 3482 / 3490 / 3521 / 3522 / 3523 

六個地區 

 

公益心公益心公益心公益心  環保情環保情環保情環保情  扶輪攜手向前行扶輪攜手向前行扶輪攜手向前行扶輪攜手向前行 

是一個扶輪社及社友與社福團體間的公益平台 

2014-15年三地區(3480、3490 、3520)共設台灣

扶輪公益網網站 17rcn.org 

(Rotary Charity Network ,RCN)  

 

執行成效執行成效執行成效執行成效  

截至 20171012： 

多地區共同登錄社福及學校：402家(社福 331、

學校 71) 

共同：感謝訊息 950則 

共同：總瀏覽人次已達到 129萬人  

已媒合 1587件，總價值約 28,920,543元  

APP 

   

公益網包含公益網包含公益網包含公益網包含：：：： 

1.電腦網站：台灣扶輪公益網站  www.17rcn.org  

2.手機版：台灣扶輪公益網 APP 

3.Line群組：對社友及對社福各有不同群組 

4.粉絲專頁 FB 

捐贈方式捐贈方式捐贈方式捐贈方式 

各扶輪社或社友透過下列網站註冊即可開始做公

益  

1.透過電腦:台灣扶輪公益網站 

2.透過手機:台灣扶輪公益網 APP 

(目前 3490開放實驗：扶青團•受獎生•Rotex•

社服團等相關扶輪組織皆可上網註冊)  

公益網資源捐贈說明公益網資源捐贈說明公益網資源捐贈說明公益網資源捐贈說明 

(口訣：一職、二愛、三社服、 四需求、五提案) 

•分類一職：限額職業服務資源捐贈:如油票、 

書、齒列矯正名額…等 

•分類二愛：社友用不到的愛心物資 

•分類三社服：各社原定社服計畫登錄 

•分類四需求：社福單位 PO網之需求，鼓勵各

社如有多餘預算可贊助 

•分類五提案：各社或社福團體若有不錯的提 

案，亦可放上公益網找尋支持者 

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近期活動  

1.與新北市府環保局合作(新北市耶誕環保挖寶趣

-跳蚤市場活動)，日期：106年 11月 25日(星期

六) 時間：下午 2:00~7:00，地點：新北市政府

市民廣場(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107年 1月 16日與新北市府社會局合作記者會 



 

 

 

 

 

 

 

 

 

 

 

 

 

 

 

 

 

 

 

 

 

 

 

 

 

 

 

 

 

 

 

 

 

 

 

 

 

 

 

 

 

 

 

 

 

 

 

 

 

 

 

 

 

 

 
 

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 
-電影欣賞「奇蹟男孩」- 

時間：106年 12月 17日  

地點：板橋秀泰影城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電影開演時間預計為下午 2：30-3：30 之

間，正確時間將於一星期前通知，謝謝。 

 

第 2650 次例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時間：106年 12月 17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2樓) 

爐主：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林明正  

鄭光欽 劉引巨 陳永洋 林志郎 饒吳冠  

陳主義 吳榮欽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高智堅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小辦理課後管樂社團計畫 
時間：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   地點：瑞濱國小 

     

  

義賣-"挖寶趣"跳蚤市場花絮 
時間：106年 11月 25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政府廣場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2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lan,Apple,Art,Boss,Brain,Duke,Frank, 

Infinity,Joe,Money,Skin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李豐存 總經理 紫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P.E.JJ 蘆洲湧蓮社  本 社 

高鳳珍 女士 Post 社友夫人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75,000 

CARBON 第二期 4,250 

ARCHI 第二期 6,250 

合計  10,500 

累計  575,000 

一般捐款 

Gas 歡迎 Post 入社 3,000 

Building 
1.主講人 PP Steven 精彩演講 

2.歡迎 Post 入社 
1,000 

Torque 老婆生日快樂 1,000 

Glue 
1.歡喜 Steven 主講人精彩演講 

2.Post 社友入社 
2,000 

Family 歡喜 1,000 

Johnny 歡喜當選黃復興黨部委員 1,000 

Mark 歡喜代理糾察 1,000 

Printer 
1.夫人生日快樂  

2.扶輪公益網前主委蒞臨演講 
1,000 

Genial 歡迎 Post 社友加入板橋扶輪社 1,000 

Park 歡迎 Post 加入板橋扶輪社 1,000 

Green 
歡迎+歡喜 Post 社友加入板橋扶

輪社 
1,000 

Stone 
歡喜主講人精彩演講及新社友

Post 入社 
1,000 

Michael 歡迎 Post 加入板橋扶輪社 1,000 

Max 結婚 21 週年快樂 1,000 

Care 
1.歡迎 Post 新社友 

2.Mark 代理糾察 
2,000 

Pipe 歡迎 Post 新社友 1,000 

Tiger 
歡迎公益網講師 PP Steven 及委

員蒞社演講 
1,000 

Judge 歡迎 Post 入社 1,000 

Post 歡喜入社 2,000 

合計  2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Carbon 歡迎 Steven PP 當今日主講人 1,000 

Life 歡迎新社友 Post 入社 1,000 

Wireless 歡迎 Post 加入板橋扶輪社 1,000 

Nick 11/2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Art 11/2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5,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7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30 日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8 次例會 

                         106 年 12 月 7 日 

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聯合例會新北市和平扶輪社聯合例會新北市和平扶輪社聯合例會新北市和平扶輪社聯合例會 

●主講人：昭業酒販 鄭光欽 營運長 

●講題：單一麥芽威士忌-橡木桶的秘密 

●節目介紹人：王經祿 前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