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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4 次例會-板橋扶輪家族九社聯合例會花絮 時間：107 年 3 月 29 日  地點：鼎鼎大飯店-板橋 Mega 50 

                                                                                                                                                             
 

    

    

    

    

   

社長 Gas鳴鐘開會              贈送創社社友 P.P.Lion禮品     歌唱實力堅強之領唱社友 

    

板橋社聯合例會與會社友       祝賀 Life社友、P.P.Apple生日快樂       祝賀 PDG Victor 

結婚週年快樂 

   

祝賀 P.P.Gyne、P.P.Bueno結婚週年快樂           總監、九社社長與主講人吳政務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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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活力外交台灣的活力外交台灣的活力外交台灣的活力外交    

 

中華民國外交部 吳志中 政務次長 

認識臺灣的國家力量認識臺灣的國家力量認識臺灣的國家力量認識臺灣的國家力量 

網站指出這份軍事考核標準包含，人口、陸

海空戰力、資源與國防預算等 50個項目，由這些

因素計算各國軍力指數，軍事與政治領導力則不

納入。在軍艦數量上，北韓總數為 967 艘，位居

第一；中國為 714艘，美國 415艘，而俄國為 352

艘。中國在軍力前三強當中，擁有較多軍艦。台

灣則有 87艘，排名第 26。 

空軍數量方面來說，美國三軍的軍用飛機總

數為 13762架，之後的俄羅斯則有 3794架，中國

為 2955架，台灣則排在第 13名，擁有 850架軍

機；坦克數量上，俄羅斯擁有 20216 輛坦克，排

名第一，其次是中國 6457輛，美國 5884輛。台

灣擁有 2005輛位居 14名。 

根據排行分析，美國軍力仍居榜首，其次是

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排名第 7，北韓則為

第 23。北韓不斷地躍升，從 2014年第 35名開始，

一路爬升至第 23名，進步相當顯著。台灣則與往

年相同，國際排名第 19名，在亞太排行當中位居

第 10。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GDP VS.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GDP 

˙倘與歐盟會員國相較，2015年臺灣之 GDP在歐

盟 28個會員國中，排名第 7位。  

－僅次於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

荷蘭。  

－ 經濟規模與瑞典、波蘭、比利時相當。 

 

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南亞國家協會 GDP VS.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GDP 

˙倘與東協會員國(ASEAN) 10個成員國相比，

2015年臺灣之 GDP在東協中排名第 2位，僅次

於印尼。  

－ 高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

緬甸、柬埔寨、汶萊、寮國。  

 

˙正式邦交是外交政策的一部份。  

˙以台灣為例  

－ 外交政策遠遠大於正式邦交。  

 



 

 

 

蔡英文總統蔡英文總統蔡英文總統蔡英文總統 520就職演說 

˙我國外交政策總戰略：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不

可或缺的夥伴。  

˙三大支柱 

1.與邦交國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 

2.與盟邦建立價值同盟。 

3.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  

我國政府近年我國政府近年我國政府近年我國政府近年 ODA援助概況援助概況援助概況援助概況 

˙2009：0.13%，4.1 億美元。  

˙2010：0.101%，3.8 億美元。  

˙2011：0.093%，3.8 億美元。  

˙2012：0.062%，3.04 億美元。  

˙2013：0.054%，2.72 億美元。  

˙2014：0.051%，2.8 億美元。  

˙2015：0.05%，2.78 億美元（大約 80 億台幣）。 

˙80 億==》2300 萬人口，一個人大約每一年負擔

350 元新台幣。 

˙瑞典 2400 億==》1000 萬人口，一個人大約每

一年 24000 元新台幣。 

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國際社會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1.合作  

2.和平  

3.平台 

目前我國努力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國努力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國努力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國努力的重要平台 

1.世界衛生組織 (WHA) 

2.國際民航組織 (ICAO) 

3.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4.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 

世界在關心什麼世界在關心什麼世界在關心什麼世界在關心什麼？？？？ 

1.和平與安全  

2.發展  

3.人權  

4.人道救援  

5.國際法 

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 

1.和平與安全 

台灣是世界大國衝突的中心 

2.發展  

永續發展定義：“……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

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

展模式。 

˙環境：2001年，連加恩在布吉納法索，垃圾換

舊衣。 

˙農業：2002年布吉納法索。Dieu n’est pas ici, ce 

sont les chinois qui sont là. 

˙醫療 

3.人權 

4.人道救援 

台灣在 

－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南亞海嘯  

－ 2008年四川大地震  

－ 2010年海地大地震  

－ 2011年日本福島地震海嘯  

－ 2013年菲律賓海燕颱風  

5.國際法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 1 週年慶典 
 

時間：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 樓-如意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道⼆段 8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當選⼈、Park 祕書、 
Money、Mark、Stone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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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eng,Duke,Frank,Golf,Infinity,Jamie,Printer 

Seven,Sticker,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吳志中 政務次長 中華民國外交部 本 社 

謝漢池 地區總監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謝榮佳 地區秘書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鄭紀民 地區公關長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林秋薰 女士 地區總監夫人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19,616 

WIRELESS 第三期 17,500 

累計  1,237,116 

一般捐款 

Victor 4/4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Life 3/28生日快樂 1,000 

Apple 4/1生日快樂 1,000 

Food 
1.4/1生日快樂  

2.4/7 夫人生日快樂 
2,000 

Pipe 3/3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4/5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yne 4/6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ueno 4/11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8,000  

 
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 

時間：107年 4 月 14-15日(星期六-日)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當天行程： 

07:30 土地公廟集合 

07:40新埔捷運站二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09:20 宜蘭運動公園 

21:30 啟程返回板橋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7 次例會 

                        107年 04 月 19日 

●主講人：聯合國 NGO 世界公民總會(台灣)  

李斐隆 秘書長 

講題：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 

節目介紹人：汪忠平 社友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6 次例會 

                        107年 04 月 12日 

●主講人：新北市板橋區雙十鄭林診所副院長 

鄭康祥醫師 

●講題：兒童青少年成長及老人抗衰老 

醫學新知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前社長 

●召開 4 月份理事會 

●召開 2017-18年度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初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