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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李明川 前社⻑(42.05.01)P.P.Water 
邱馳翔 社友(54.05.03)Genial 
孔繁文 社友夫人(04.30)Johnny 夫人 
劉引巨 社友夫人(05.02)Money 夫人 
張慶林 社友夫人(05.05)Post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何溪泉 前社⻑(69.04.30)P.P.Lucky ♥ 
程麗淑 女士(結婚三十八週年紀念日) 
吳榮欽 社友(86.05.04)Banker ♥ 
許淑美 女士(結婚⼆⼗⼀週年紀念日) 

 

 

板橋⻄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慶典 
時間：107年 5月 3日(星期四)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P.Oral、P.P.Archi、I.P.P.Bank、

Wireless社長當選人、Park祕書、Stock、

Life、Tea、Wine 

 

地區訓練研習會 
時間：107年 5月 5日(星期六)  

上午 9：30報到 10：00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參加人員：PP Bueno、PP Kai、PP Lawyer、 

Wireless社長當選人、Michael副社長、

Stone、Life、Truck、Wine、Post 

 
日本和歌山扶輪社來訪歡迎晚會 

時間：107年 5月 5日(星期六) 下午 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5月 6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1樓) 

日本和歌山扶輪社日本和歌山扶輪社日本和歌山扶輪社日本和歌山扶輪社    

107.05.05107.05.05107.05.05107.05.05----05.005.005.005.07777 來訪名單來訪名單來訪名單來訪名單    

 
1. 瀬川 良浩 SEGAWA YOSHIHIRO 会⻑ 

2. 野志 幸生 NOSHI YUKIO 2001-02 年度会⻑ 

3. 脇坂 三蔵 WAKISAKA SANZO 2009-10 年度会⻑ 

4. 樫畑 直尚 KASHIHATA NAOHISA 2011-12 年度会⻑ 

5. 木綿 紀文 KIWATA NORIFUMI 2018-19 年度会⻑ 

6. 松尾 泰明 
MATSUO YASUAKI 副会⻑ 

7. 中谷 友紀 NAKATANI TOMONORI 国際交流委員⻑ 

8. 吉田 友之  YOSHIDA TOMOYUKI 親睦・ソング委員⻑ 
 



 

 

 

 

 

2017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2017年年年年 7月理事會會議記錄月理事會會議記錄月理事會會議記錄月理事會會議記錄 

2017-18 年度的國際扶輪理事會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在美國喬治亞洲亞特蘭大召開第一次會

議。 

國際扶輪行政管理國際扶輪行政管理國際扶輪行政管理國際扶輪行政管理 

理事會： 

•支持 2017-18 年度的人事任命案，由迪恩•羅

爾斯 Dean Rohrs出任國際扶輪副社長，麥可•

亞爾柏格Mikael Ahlberg出任國際扶輪財務長。 

•同意「家庭安全：破除家庭暴力扶輪行動團體」

的成立。 

•核准從無限制捐款提撥 99,335,000 美元作為

2017-18年度扶輪基金會計畫獎助的預算。 

通過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 2018-19 年度的目標

如下： 

第一優先事項第一優先事項第一優先事項第一優先事項「「「「支持並強化扶輪社支持並強化扶輪社支持並強化扶輪社支持並強化扶輪社」」」」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 

1.保留現有社員。 

2.增加現有扶輪社的人數。 

3.成立新的扶輪社。 

4.增加女性社員、40 歲以下社員、及扶輪青年服

務團團員加入扶輪社的人數。 

第二優先事項第二優先事項第二優先事項第二優先事項「「「「聚焦並增加人道服務聚焦並增加人道服務聚焦並增加人道服務聚焦並增加人道服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 

5.增加對「現在終結小兒痲痺」的現金捐獻及地

區指定用途基金捐款。 

6.增加由地區指定用途基金資助的地方及國際、

地區及全球獎助金。 

7.鼓勵扶輪少年服務團及扶輪青年服務團與當地

的扶輪社及社區一起推動服務計畫――包括與

環境有關的計畫。 

8.增加對年度基金的捐獻，讓捐獻基金在 2025年

前達到 20億 2,500萬美元。 

第三優先事項第三優先事項第三優先事項第三優先事項「「「「強化公共形象及宣導強化公共形象及宣導強化公共形象及宣導強化公共形象及宣導」」」」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 

9.宣傳扶輪及扶輪社員在根除小兒痲痺的角色。 

10.建立對扶輪的認識，宣傳「採取行動的人」運

動。 

 

 

11.使用 Showcase（扶輪櫥窗）、Ideas（扶輪構想）、

及建立扶輪社社史，增加對扶輪社計畫的認

識。 

2017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扶輪社及地區 

理事會： 

•進一步調整該會在 2017年 1月會議中核准的新

的地帶結構，包括地帶分區、地帶編號、及理

事提名時程。新的地帶結構將公告於扶輪網站

rotary.org 

•修訂地區領導計畫(自 2019年 7月 1日生效)的

下列內容： 

1.將地區社員吸收及參與委員會以及地區新扶輪

社發展委員會合併為地區社員委員會； 

2.廢除社員福利委員會； 

3.將職業服務委員會及青少年(新世代)服務委員

會合併為社區服務委員會； 

4.將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及扶輪聯誼會委員會

的職責併入社區服務委員會； 

5.廢除地區扶輪社服務委員會； 

•要求地區內有美國扶輪社的總監指派一名地

區保險代表，協助向扶輪社宣導扶輪社及地

區保險計畫； 

•同意在 2020 年 7月 1 日開始，總監提名人

訓練應包括： 

•總監提名人的職責； 

•評估所屬地區； 

•建立行事曆； 

•財務管理； 

•辦理訓練活動及地區年會； 

總監提名人及總監當選人應一起見面以瞭解： 

•交接規劃； 

•地區領導計劃； 

•策略規劃； 

•溝通； 

•以及總監當選人訓練不包含地區組織。 

(摘自台灣扶輪) 

國際理事會決議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板橋－南投 

籌備已久的春季旅遊- 

鹿谷茶鄉小旅行•溪

頭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在 Gas社長、Tiger社

友的縝密規劃及社友

們期盼的心情下出發 

了。首站前往茶莊實地體驗茶葉三部曲，一步步

深入了解茶葉的奧秘，體驗採茶、製茶及品茶的

樂趣，到達後即聞到陣陣茶園清香，聽樹林中鳥

叫蟲鳴，讓茶的深邃香氣伴隨心跳一起脈動，靜

靜的體會東方的生活美學。 

 

中午用完餐後隨即接著圍爐煮茶品茗茶道體

驗，社友們圍爐而坐，聽著茶水沸騰的聲音，享

受煮茶的樂趣，茶的濃香似已勝過美酒。接著前

往長源圳竹林步道(小半天)，走在竹林中，隨著

清風的拂過，竹林中發出一片沙沙的響聲，大自

然的聲音譜出一首動聽的樂章。晚宴假妖怪村飯

店餐敘聯誼。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南投－板橋 

 

第一站前往溪頭森林行，因個人體不同，分成休

閒組及流汗健走組，健走組從入口進入大學池、

空中走廊至神木，休閒組則在大學池內生態導

覽。去程溪頭森林步道沿途為整片柳杉林，走在

一段又一段的綠色隧道裡享受森林浴，真是非常

舒適，回程漫步在綠竹成蔭、悠然靜謐的竹林步

道，感覺清幽雅靜，別有一番風味。 

 

在芬多精洗禮之後即至和雅谷鱒魚餐廳享用當

地野菜午餐。 

之後前往竹燈籠光觀工廠，觀看古法手工製作燈

籠過程，並聽著導覽人員介紹燈籠故事，隨後前

往雅聞香草植物工廠，觀賞各式各樣的花卉植

物，百花爭豔，渡過悠閒的下午。 

晚上假桃園桃群風味料理品嚐佳餚，之後滿載滿

滿的歡樂，結束愉快的春季旅遊。 

~春季旅遊~ 
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6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anker,Franklin,Food,Jia-Pin,Joe,Land,Money, 

Nick,Seven,Skin,Tile,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曾金川 總經理 竑安企業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76,366 

CHARLES 第四期 4,250 

GYNE 第四期 4,250 

JAMES 第三期 4,250 

JAMES 第四期 4,250 

LUCKY 第四期 6,250 

SCHOOLING 第四期 4,250 

合計  27,500 

累計  1,403,866 

一般捐款 

Gas 

1.謝謝大家的支持  

2.春旅謝謝大家的參加  

3.授證感謝本社大小 S的支持 

3,000 

Ortho 順利登上玉山，順利平安 2,000 

Green 總歡喜 1,000 

Genial 總歡喜 1,000 

Stone 
感謝所有 PP、社友祝福生日

快樂，感恩! 
2,000 

Care 總歡喜 1,000 

Alan 
1.春季旅遊愉快平安 

2.Stone生日快樂 
2,000 

合計  12,000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授證⼀週年慶典 
時間：107年 5月 9日(星期三) 下午 6：30 

地點：良師塾人文食飲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3樓)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0 次例會 

                        107年 05月 10日 

●原訂五月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七○次

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授證 51週年紀念慶

典，變更例會時間於五月六日(星期日)下午五

時卅分於板橋凱撒大飯店舉行。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9 次例會 

                        107年 04月 29日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2018201820182018----1919191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IRIRIRI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成為勵志領導者成為勵志領導者成為勵志領導者成為勵志領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