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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林延湯 前社⻑(19.12.10)P.P.Building 
阮良雄 社⻑當選人(41.12.10)Wireless 
林傳傑 副社⻑(50.12.10)Michael 
林當煒 社友夫人(12.08)Joe 夫人 
王崇興 社友夫人(12.10)Canon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邱性利 社友(75.12.07)Trust ♥ 
林麗卿 女士(結婚三⼗⼀週年紀念日) 
薛銘鴻 前社⻑(87.12.12)P.P.Lawyer ♥ 
李錦招 女士(結婚十九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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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空軍基地職業參訪暨勞軍活動 
時間：10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 

地點：新竹空軍基地 

遊覽車集合時間： 

上午 7：4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7：50 新埔捷運站二號出口馥華飯店 

�當天備有早餐 

~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 

 

1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上午 10：50報到 11：20開球 

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號)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Steven 社友 11 月 30 日例會贈送與
會社友每⼈⼀本 2018 年度記事本。 

�感謝 P.P.Glue 邀請本社社友寶眷⼀同蒞臨
欣賞音樂響宴，12 月 3 日於台北國家演奏
廳--俄羅斯鋼琴演奏會林冠廷博士的演
出。 

板橋扶輪社•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    

薛銘鴻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張慶林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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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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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山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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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野火鍋 

晚餐：度小月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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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    
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於 12月 2日(星期日)於 P.P.Book府上舉行並邀請 P.P.Archi分享扶輪經驗及

知識，當天感謝 P.P.Book準備許多精美茶點及水果，並於座談會後贈送與會社友每人一張刮刮卡。 

�感謝 Gas社長當天提供 4大箱精美水果。 

�感謝 P.D.G.Syo-Tei、Michael副社長捐出刮刮卡刮中金額 100元、Smile社友捐出刮中金額 200元。 

    



 

 

 

雖然許多人都說過扶輪，卻很少人真的瞭解

扶輪在做些什麼。事實上，一般大眾有 35%不知

任何扶輪計畫，包括他們當地的扶輪社。就是扶

輪為何要推動一個名為「採取行動的人」(People 

of Action)的全球宣傳活動。宣傳廣告可以從

Rotary.org/brandcenter 下載，網站也可以找到使

用方式及每個元素如何在地化的指導原則，讓世

界各個角落的扶輪社都可以用一致性、強而有力

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故事。 

以下是各位必預知道的事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目標觀眾是誰的目標觀眾是誰的目標觀眾是誰的目標觀眾是誰？？？？ 

這一波宣傳是針對不知道扶輪或是不瞭解扶

輪與他們有何相關的人。我們希望這項宣傳能吸

引想要在社區促成改變的潛在社員，那些對扶輪

目標感興趣的人，以及想要與社區其他人建立關

係的人。 

◆為何選用為何選用為何選用為何選用「「「「採取行動的人採取行動的人採取行動的人採取行動的人」」」」作為活動主題作為活動主題作為活動主題作為活動主題？？？？ 

扶輪社員都有獨特的熱情想要採取行動來改

善社區及世界。在其他人看到問題的地方，我們

看到解決之道。這是我們的機會，向他人展現扶

輪社員在社區看到的可能性，並凸顯出我們在更

多社區領袖加入扶輪時所能達成的事。 

◆有哪些資料可用有哪些資料可用有哪些資料可用有哪些資料可用？？？？ 

在 Rotary.org/brandcenter，你可以找到影

片、社群媒體圖片、以及平面數位媒體的廣告。

該網頁也提供活動指導原則，協助地區和扶輪社

將這些資料在地化。 

◆這個宣傳活動凸顯哪些人及計畫這個宣傳活動凸顯哪些人及計畫這個宣傳活動凸顯哪些人及計畫這個宣傳活動凸顯哪些人及計畫？？？？ 

宣傳活動的第一波廣告主角是以美國科羅拉

多洲及巴西真實的扶輪社員，所呈現的故事靈感

也源自於真實的計畫。未來的廣告會呈現更多扶

輪社員的故事。 

◆扶輪社或地區可以用自己的計畫照片來修改宣扶輪社或地區可以用自己的計畫照片來修改宣扶輪社或地區可以用自己的計畫照片來修改宣扶輪社或地區可以用自己的計畫照片來修改宣

傳資料嗎傳資料嗎傳資料嗎傳資料嗎？？？？ 

可以。Rotary.org/brandcenter 提供指導原則，協

助地區及扶輪社用自己社區的照片讓宣傳活動在

地化。 

 

◆拍攝廣告的照片有任何指示嗎拍攝廣告的照片有任何指示嗎拍攝廣告的照片有任何指示嗎拍攝廣告的照片有任何指示嗎？？？？ 

有。Rotary.org/brandcenter 有一張檢核表及

相關訊息，指導如何拍攝出強調連結及社區的照

片。 

◆在地方推動這個宣傳活動有哪些方法在地方推動這個宣傳活動有哪些方法在地方推動這個宣傳活動有哪些方法在地方推動這個宣傳活動有哪些方法？？？？ 

廣 告 刊 登 訣 竅 請 參 見

Rotary.org/brandcenter。這些資料也有其他使用方

式－考慮把活動圖片增添到扶輪社及地區的網

站、張貼在社群媒體上，以及在活動時展示廣告。 

◆對於不知道如何購買廣告或取得免費廣告空間對於不知道如何購買廣告或取得免費廣告空間對於不知道如何購買廣告或取得免費廣告空間對於不知道如何購買廣告或取得免費廣告空間

的社員有提供什麼的社員有提供什麼的社員有提供什麼的社員有提供什麼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在 Rotary.org/brandcenter，國際扶輪針對如

何訂定媒體計畫、購買廣告、及取得免費廣告空

間提供指導原則。此外，國際扶輪行銷通訊小組

將舉辦一連串的網路研討會來協助扶輪社及地區

領袖進行媒體規劃。 

◆這項宣傳活動如何與這項宣傳活動如何與這項宣傳活動如何與這項宣傳活動如何與扶輪扶輪扶輪扶輪現在的品牌定位行現在的品牌定位行現在的品牌定位行現在的品牌定位行動動動動

－「－「－「－「加入領導加入領導加入領導加入領導」」」」(Join Leaders)、「、「、「、「分享構想分享構想分享構想分享構想」」」」(Share 

Ideas)、、、、及及及及「「「「採取行動採取行動採取行動採取行動」」」」(Take Action)－－－－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採取行動的人」宣傳活動強調扶輪的社區

領袖如何攜手合作、建立共同願景、交流解決方

法的構想、然後採取行動來落實，讓扶輪品牌更

貼近生活。 

◆關於這項關於這項關於這項關於這項活活活活動的疑問要詢問何處動的疑問要詢問何處動的疑問要詢問何處動的疑問要詢問何處？？？？ 

有關「採取行動的人」宣傳活動的所有問題

請洽 pr@rotary.org。 

以下是各位可以協助的方式： 

1.上網到上網到上網到上網到 Rotary.org/brandcenter 

下載「採取行動的人」宣傳資料 

2.與扶輪社員分享資料與扶輪社員分享資料與扶輪社員分享資料與扶輪社員分享資料 

尤其是可以協助在當地刊登廣告的廣告專業人士 

3.與地區領導人合作與地區領導人合作與地區領導人合作與地區領導人合作 

和地區公共形象協調人合作，以獲得更多指導 

4.運用社群媒體運用社群媒體運用社群媒體運用社群媒體 

在你的臉書及推特帳號分享活動的影片及圖片 

5.將你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將你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將你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將你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 

將你的成功故事及疑問以電子郵件告知扶輪的

行銷小組。 

-本文摘自 10月份臺灣扶輪月刊- 

協助推動扶輪新的全球宣傳活動「採取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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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Canon,Franklin,Food,Golf,Jet,Land,Nick, 

Seven,Sticker,Tech,Trust,Wealth,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蘇鈺惠 院長 新北市私立愛心育幼院 本 社 

楊玉蘭 組長 新北市私立愛心育幼院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5,500 

KAI 第二期 4,250 

ORAL 第二期 6,250 

合計  8,500 

累計  594,000 

一般捐款 

Gas 

1.感謝 Lawyer PP 這 2 個月辛苦 

整理社館搬遷資料  

2.買時間 

2,000 

Miller 生日快樂 1,000 

Torque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Glue 

1.感謝社友支持參與公益網跳蚤

市場活動  

2.歡喜老婆生日快樂 

3,000 

Genial 
1.結婚 25 週年紀念  

2.夫人生日快樂 
2,000 

Family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Max 
歡迎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蘇院

長及楊組長 
1,000 

Green 自我糾察忘記配帶年度標章 1,000 

合計  12,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Truck 11/3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kin 11/30 生日快樂 1,000 

Food 12/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Apple 12/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4,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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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9 次例會 

                        106 年 12 月 14 日 

●主講人：立法委員 羅致政 委員 

●講題：智慧城市-新北市的想像 

●節目介紹人：張瑞仁 前社長 

●召開 12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0 次例會 

                        106 年 12 月 21 日 

●原訂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

五○次例會，為舉辦第二次爐邊會議暨扶輪

家庭日、休閒活動-電影欣賞，變更例會時間

於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於板橋吉立餐廳舉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