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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明 社友 Jia-Pin 

喜獲金孫 

本社於 
今年度榮獲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累捐積達 

1,000 萬扶輪社 

                                                                                                                                                             
 

 

 

 

 

 

 

 

敬祝生日快樂 
詹智⺠ 社友(56.03.06)Service 
程萬全 社友(45.03.06)Judge 
陳國義 前社⻑(30.03.10)P.P.Base 
羅國志 社友夫人(03.05)Wine 夫人 
林福安 社友夫人(03.10)Franklin 夫人 
陳永洋 社友夫人(03.11)Tile 夫人 
黃浴期 社友夫人(03.12)Jimmy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蕭錦聰 前社⻑(55.03.09)P.P.Glue ♥ 
呂月華 女士(結婚五十二週年紀念日) 
陳山志 社友(85.03.10)Ortho ♥ 
劉世賢 女士(結婚二十二週年紀念日) 
林德明 社友(49.03.13)Timmy ♥ 
林秀美 女士(結婚五十八週年紀念日) 
 

永和扶輪社授證 41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3月 10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儷宴宴會館(永和區民權路 53號 9樓) 

參加人員：Gas社長、P.P.Lucky、P.P.Lawyer、 

I.P.P.Bank、Wireless社長當選人、 

Michael副社長、Park祕書、Stone、 

Life、Schooling 

 
 
 
 
 
 
 
 
 
 
 
 
 
 
 
 
 
 
 
 
 
 
 
 
 
 
 

福犬報喜福犬報喜福犬報喜福犬報喜    

好運連連好運連連好運連連好運連連    

祝您祝您祝您祝您    

狗年行大運狗年行大運狗年行大運狗年行大運    

悼 
陳嘉彬社友先嚴陳本立老先生慟於 107年 2 月

27 日壽終正寢，享壽 91 歲，噩秏傳來，全體

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暨全體社友  敬輓 

◎靈堂設於佛苑會館-3 樓荷月廳(台北市民權

東路二段 178號)，敬請社友撥冗前往致哀。 

◎告別式訂於 107年 3月 29日(星期四)上午十

時假台北第二殯儀館(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三段 330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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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記憶時代記憶時代記憶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跨世代新娛跨世代新娛跨世代新娛

樂樂樂樂：《：《：《：《台灣音樂劇台灣音樂劇台灣音樂劇台灣音樂劇》》》》    

 

天作之合劇場 許倍維 董事長特助 

阿公是日本時代留日台籍菁英，父母是戰後

世代的尾巴，自己是 X世代中堅，求學時期經歷

台灣戒嚴的末端，自小是政治反動者，身體不安

定的靈魂住著一個搖滾精靈，過去親自參與台灣

搖滾樂團最艱苦也最美好的年代，自許是搖滾傳

道士，看到了台灣主流市場從搖滾樂團沙漠變成

樂團時代的來臨，看到了伍佰和五月天從地下唱

到地上，從非主流唱到變主流。 

現在，我是台灣音樂劇的長工，站在浪頭的

前端傳佈台灣音樂劇的精彩，因為新的時代即將

來臨，一個跨越世代，跨越語言，跨越國界的時

尚娛樂，將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趣，更美好！ 

走進音樂廳享受音樂劇，時尚新娛樂 

題材無設限 

語言沒界限 

獨一無二現場力 

天作之合劇場，集結國內專業音樂劇工作

者，是國內少數原創華文音樂劇劇團。我們相信

音樂劇是現代人最好的娛樂選項、更深信華文音

樂劇有著獨特的魅力與潛力。因此立旨創作出更

多「感動人心」的音樂劇。讓我們一起走進劇場，

一起戀愛，一起讓生命圓滿。  
板橋群英社授證 7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3月 11日(星期日)  

上午 10：30註冊 11：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3樓圓滿 A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D.G.Victor、P.P.Archi、 

P.P.Lucky、P.P.Lawyer、P.P.Alex、

I.P.P.Bank、Wireless社長當選人、 

Park祕書、Stock、Wine 
 

第三次新社友座談會 
主辦人：P.D.G.Syo-Tei 

主講人：P.P.Glue 

時間：107年 3月 17日(星期六) 

下午 3：00聯誼 3：30準時開始 

地點：新東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365巷 19號) 

 
台北⻄區社授證 63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3月 18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二樓 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P.E.Fu.Ku、P.P.Lawyer、 

P.P.Terry、I.P.P.Bank、 

Wireless社長當選人、Park祕書、 

Schooling、Stock、Stone 

 

3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年 3月 20日(星期二)  

上午 10：00報到 10：30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鄰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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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行 程 內 容 

第 
⼀ 
天 

板橋~⻑源圳⽵林步道~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  
06:50 北門土地公廟 
07:10 新埔捷運站2號出口-馥華飯店 
11:00 ⻑源圳⽵林步道(小半天)竹林步道美 

景、生態導覽... 
12:00 風味午餐 
13:30 玩茶樂、品茗樂(分成二組)  

A.換上採茶裝前往茶區 採茶、製茶體
驗… 

B.圍爐煮茶品茗茶道體驗…  
※A/B組完成後再來交換… 

17:00 飯店入住 
18:00 飯店晚宴+餐敘聯誼 
※夜遊妖怪村…  

餐食  早餐：中式早點  午餐：竹筒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宴+餐敘 
飯店  溪頭~ 妖怪村主題飯店 

第 
二 
天 

妖怪村~溪頭森林輕鬆遊~竹燈籠(或藏傘閣)觀光工廠~採購名產~台北  
08:30 溪頭森林行 

A.流流汗-(大學池、森林步道、溪頭空
中走廊賞景…)  

B.輕鬆玩-(大學池、妖怪村商圈逛逛、
剛出爐妖怪村麵包(須排隊))  

11:00 飯店退房 
11:40 風味午餐 

13:30 竹燈籠光觀工廠  
※或安排藏傘閣文化園區  
(工廠參觀導覽、創意傘展示、自費DIY、園
區採購樂)  
18:00 風味晚餐 
※返回板橋~珍重再見~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和雅谷鱒魚野菜  晚餐：桃群風味料理  
飯店 可愛的家  

 

 

 

 

 

 

 

 

 

 

 

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扶輪的原點扶輪的原點扶輪的原點扶輪的原點    

107.04.21107.04.21107.04.21107.04.21----22222222 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從 1931 年日本東京扶輪社輔導成立台北扶輪俱樂部至今，台灣接觸扶輪的思想已超過 85 年
的歷史；因而台灣扶輪社友和日本社友的服務理念相當接近，主張以個人職業道德規範成為扶輪運
動之主軸。這也就是回歸到扶輪原點。 

1905 年 2 月 23 日的晚上扶輪創始人保羅‧哈理斯 Paul 
Harris找了他的三位友人格斯‧羅爾(Gus Loehr)，席爾維斯
特‧席勒(Silvester Schiele)， 海蘭‧蕭瑞(Hiram Shorey)開
始談論他的構想，希望能夠成立⼀個社團，他能夠強調友
情，並且能夠互相協助商業上的利益。且⼀⼈⼀種職業，
互相不可競爭，有需要可請求協助。獲得在場⼀致的讚同， 
因⽽他們就分頭去找各種職業代表，每週舉辦⼀次例會。這個社團的名稱保羅建議叫做扶輪社
Rotary Club也獲得⼀致讚同，並延⽤⾄今。                         (摘自 12 月份台灣扶輪)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8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8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lan,Canon,Duke,Frank,Food,Golf, 

Infinity,James Kao,Jimmy,Joe,Post,Pipe,Service, 

Seven,Skin,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許倍維  

董事長特助 
天作之合劇場 本 社 

Advidor 社長 台北北門社 本 社 

江翊睿 老師 天作之合劇場 本 社 

鍾筱丹 老師 天作之合劇場 本 社 

佳諭 小姐 天作之合劇場 本 社 

方瑜 小姐 天作之合劇場 本 社 

李則儀  

臨床心理師 
板橋扶輪社前受獎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15,916 

WEALTH 第三期 4,250 

TORQUE 第二期 6,250 

TORQUE 第三期 6,250 

JAMES KAO 第三期 4,250 

TEA 第一期 4,250 

TEA 第二期 4,250 

TEA 第三期 4,250 

合計  33,750 

累計  1,149,616 

一般捐款 

Gas 買時間 1,000 

Jyi-Lih 
歡喜天作之合劇場及主講老
師精彩演講 

1,000 

Apple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Bank 新年快樂 1,000 

Stone 

1.歡喜台北北門社社長來訪 

2.歡喜主講老師精彩演講以 

  及老師們現場精彩演唱 

2,000 

Care 
歡喜社友 Jia-Pin 喜獲「天公
孫」 

2,000 

Tiger 歡喜代理出席 1,000 

合計  9,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3/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mile 
1.3/2 結婚週年快樂  

2.歡喜擔任節目介紹人 
1,000 

合計  2,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1 次例會 

                        107 年 03 月 04 日 

●春節團拜暨女賓夕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2 次例會 

                        107 年 03 月 15 日 

●主講人：長富樂活負責人 孫一正 董事長 

●講題：歪的危機&辦公室的陷阱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召開 3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3 次例會 

                        107 年 03 月 22 日 

●原訂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六

三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第三次爐邊會

議，變更例會時間於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於上海銀鳳樓餐廳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