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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志誠 社友(53.01.30)A Cheng 
楊東卿 前社⻑(36.01.30)P.P.Torque 
林明正 社友夫人(01.27)Frank 夫人 
曹永央 社友夫人(01.28)Schooling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志誠 社友(80.01.26)A Cheng ♥ 
王思方 女士(結婚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玉山銀行捐血活動玉山銀行捐血活動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感謝 Genial 社友、Tiger 社友、Nick 社友及來賓
邱俊瑋先生，在這寒冷季節熱情挽袖，作個快樂的
捐血人，帶給社會最及時、最需要的幫助。 

   

 

 
 
 
 
 

 

 

 

2018-2019 年度 
接待社暨家庭講習會 

時間：107年 1月 27日(星期六) 上午 9：00 

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 1樓演講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參加人員：P.P.Diamond、Wireless社長當選人、

Stock、Green、Schooling、Mark、Care、

Jamie、鄭明暉先生 

 
2017-18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 
時間：107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下午 1：00 
地點：台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台中市⻄屯區台灣⼤道三段 99 號) 
參加人員：Young 
 

台灣扶輪公益網 
公益雲端天使群聚記者會 

時間：107 年 1 月 29 日(星期⼀)  
上午 10：00~12：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 161 號)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Food社友於秋季旅遊提供車上點心-牛

肉干。 

�感謝 Alan社友於贈送全體社友M.K.鮮綠 2入

儲物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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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20182018 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    

 

非凡財經台 林隆炫 波浪大師 

2018 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年台股趨勢展望 

波浪理論是由 Nalph Nelson Eilliott在 30年代

所提出的，他將市場上的價格趨勢型態，歸納出

幾個不斷反覆出現的型態，不論趨勢的層級大

小，均遵循著一種五波上升三波下降的基本節

奏，至今已被應用超過半個世紀，因為應用的人

愈來愈多，且波浪理論家多次曾準確預測市場走

勢，至今仍被譽為最精確的技術分析方法之一。

但坦言波浪理論看似簡單實則深奧，若對於數浪

的各式各樣沒有長年富的經驗判斷的話，則容易

墮入錯數波浪的陷阱使預測有所偏差。 

 

 

 

春季旅遊 
溪頭小半天.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時間：107年 4月 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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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南投南投南投   

宿：溪頭-妖怪村主題飯店入住 

早上 6：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7：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長源圳竹林步道】、【鹿谷茶鄉小旅行(A.採茶/

製茶/體驗&B.圍爐煮茶/品茗】、【溪頭妖怪村】 

早餐：中式早點   午餐：竹筒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南投南投南投南投→→→→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妖怪村】、 

【溪頭森林輕鬆遊】、 

【竹燈籠觀光工廠】、 

【採購名產】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和雅谷鱒魚野菜  

晚餐：桃群風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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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諾州伊文斯敦(2017 年 10 月 17 日)－

2017 年到目前為止認的小兒痲痺病例只有 11

例，全世界即將根除小兒痲痺－一種曾經每一年

痲痺數十個孩子，但可用疫苗可預防的疾病。 

為了彰顯此一歷史性進展，全世界扶輪社在

10 月 24 日國際扶輪第五屆世界小兒痲痺日舉辦

各種活動。今年，第五屆世界小兒痲痺日活動將

由扶輪及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在該基金會

的西雅圖總部舉行。該活動的特色包括全球終結

小兒痲痺戰爭近況報告及一系列演講人貴賓、名

人、及公衛專家。世界各地民眾可於太平洋時間

10月 24日下午 2：30在 endpolio.org/worldpolioday

觀看該活動的直播。 

「扶輪及其夥伴前所未有更接近根除小兒

痲痺」，扶輪的國際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委

員的主委Michael K.McGovern說，扶輪組織的根

除小兒痲痺工作由該委員會領導。「世界小兒痲

痺日是慶祝我們的成功、提升大眾理解，以及討

論還需要怎麼做才能永遠終結這種痲痺疾病的

理想機會。」 

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及政府對於根除的承

諾，這種疾病可能重返現在已沒有小兒痲痺的國

家，導致各地兒童瀕臨危險。扶輪捐獻 4,950 萬

美元獎助金以支持由全球根除小兒痲痺行動小

組領導的各項免疫及監測活動。其中一些經費將

支持三個仍流行小兒痲痺的國家工作以終結小

兒痲痺：阿富汗(932萬美元)、巴基斯坦(894萬美

元)、及奈及利亞(771 萬美元)。其他經費將用於

支持各項工作，以使六個比較脆弱的國家保持沒

有小兒痲痺：查德(237萬美元)、剛果民主共和國

(450 萬美元)、幾內亞(961,000 美元)、索馬利亞

(162萬美元)、南蘇丹(377萬美元)、及蘇丹(256 

 

 

 

萬美元)。另有 774萬美元將用於非洲及東地中海

地域的監測活動。 

為了顯示團結並為根除小兒痲痺提升理解

及募款，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將在世界小兒痲痺日

舉行近 1,900個活動。這些活動包括： 

•威斯康辛州 Fond du Lac的直播觀賞會 

•巴西 Curitiba的搖滾及根除小兒痲痺音樂 

•在南非 Viljoenskroon當地商家放置立刻終

結小兒痲痺撲滿來募款 

•在埃及開羅的美式足球比賽，由希望之村

會的街頭兒童與當地的工程學院學生對壘 

•日本 Yoshiwara的高爾夫募款活動 

「為保護所有兒童免受小兒痲痺威脅，世界

各國政府及捐獻人必須透過他們的承諾來資助

在流行小兒痲痺國家及瀕臨危險的無小兒痲痺

國家的緊急工作並維持嚴格的疾病監測」，

McGovern 說。扶輪已承諾往後三年籌募超過 1

億 5,000 萬美元，比爾及米琳達蓋茲基金會將按

2：1捐出配合款，總計 4 億 5,000萬美元，用於

根除小兒痲痺活動，包括免疫及監測。 

扶輪於 1985 年成立根除小兒痲痺計畫，並

在 1988 年成為全球根除小兒痲痺行動的夥伴之

一，其他夥伴尚有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及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比爾及梅琳

達蓋茲基金會後來也成為夥伴。自從該行動發起

以來，小兒痲痺的發生率已遽降超過 99.9個百分

點，從 1988年大約 350,000個病例到 2016年只

有 37個病例。扶輪捐獻總數已超過 17 億美元－

含蓋茲基金會的配合款－及無數的義工時數，在

122個國家保護超過25 億個兒童免受小兒痲痺威

脅。 

摘自 12月號臺灣扶輪月刊 

扶輪捐獻 4,950 萬美元協助根除小兒痲痺 
並考驗全世界是否繼續打這場終結小兒痲痺的戰爭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8 名 
出席人數：51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Frank,Food,Golf,Infinity,Jet,Joe,Printer 

Skin,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林隆炫 波浪大師 非凡財經台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9,166 

BANKER 第三期 4,250 

JUDGE 第三期 4,250 

STEVEN 第一期 4,250 

STEVEN 第二期 4,250 

VICTOR 第三期 4,250 

CHARLES 第三期 4,250 

SHI-LO 第三期 4,250 

STONE 第三期 6,250 

LAWYER 第三期 6,250 

OCEAN 第三期 4,250 

BUILDING 第二期 4,250 

BUILDING 第三期 4,250 

GREEN 第三期 6,250 

JIA-PIN 第三期 6,250 

JYI-LIH 第三期 4,250 

LUCKY 第三期 6,250 

MILLER 第二期 4,250 

MILLER 第三期 4,250 

SILK 第一期 4,250 

SILK 第二期 4,250 

SILK 第三期 4,250 

SMILE 第三期 6,250 

STICKER 第二期 4,250 

STICKER 第三期 4,250 

STOCK 第二期 4,250 

STOCK 第三期 4,250 

TRUCK 第二期 4,250 

TRUCK 第三期 4,250 

合計  131,000 

累計  920,166 

一般捐款 

Gas 歡喜炫哥精彩的演講 2,000 

Park 生日快樂 1,000 

Franklin 歡喜炫哥精彩演講 1,000 

Care 主講老師精彩分析 1,000 

Stone 歡喜炫哥精彩演講 1,000 

合計  6,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Franklin 歡喜結婚三十週年 12,000 

Timmy 1/20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13,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5 次例會 

                        107年 01月 25日 

●新社友陳豐書 Alan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6 次例會 

                        107年 02月 01日 

●主講人：台灣內湖 特斯拉總公司  

詹智超 車主顧問 

●講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節目介紹人：辜久雄 前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