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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新社友座談會第四次新社友座談會第四次新社友座談會第四次新社友座談會    

時  間：107年 6月 9日(星期六) 

主辦人：P.P.Lucky 

當天行程： 

上午 09：15三峽介壽國小集合(備有停車場) 

09：30學生導覽蝴蝶園 

10：00介紹蝴蝶復育與學校特色發展 

11：00座談學校經營困境與扶輪社區服務 

      的切入 

12：30鴻禧球場會館用餐 

~敬邀敬邀敬邀敬邀新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新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新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新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敬祝生日快樂 
陳嘉彬 社友(47.06.10)Young 
劉祥呈 前總監(24.06.13)P.D.G.Syo-Tei 
饒吳冠 社友(58.06.13)Tiger 
張瑞仁 前社⻑夫⼈(06.12)P.P.Bueno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引巨 社友(84.06.10)Money ♥ 
楊家雅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高智堅 社友(89.06.12)James Kao ♥ 
孫嘉惠 女士(結婚十八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珍珠婚紀念 
曹永央社友 Schooling 與夫人江惠貞女士 
於 6 月 5 日歡度結婚三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第 5 屆授證慶典 
暨新舊任社⻑交接典禮 

時間：107年 6月 7日(星期四)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P.Glue、I.P.P.Bank、 

Wireless社長當選人、Park祕書、 

Stock、Stone 

 

三峽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慶典 
時間：107年 6月 8日(星期五)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Wireless社長當選人、 

Park祕書、Stone、Wine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慶典 
時間：107年 6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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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Gas社長、Wireless社長當選人、 

Park祕書、Stone、Wine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陳山志社友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手球隊

七月份西班牙出國比賽經費 陸萬元 



 

 

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張慶林張慶林張慶林張慶林 Post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扶輪雜誌及網站功能扶輪雜誌及網站功能扶輪雜誌及網站功能扶輪雜誌及網站功能           3482 地區前總監康義勝 PDG Kambo 

 

 

 

社長、總監、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前輩、社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有機會在扶輪社裡自我介紹，希望在短時間內將我成

長環境、經歷向大家報告，期盼大家更能瞭解，也希望前輩多

多關照，讓我更加成長，更能融入於我們大家的板橋扶輪社。 

我是 Post張慶林，民國 42年出生於彰化縣溪潮鎮的農村，

可觀八卦山，記起小時候可抓魚、摸蛤蜊的樂趣，小學時的生

活清苦，但卻是無憂無慮的，國小畢業後，延 2、3年時光才至 

國中上學，並至水電行當學徒，之後考上師專及高中，後選擇至高中就讀，大學就讀法律系，在事務

所工作時，當時老闆是黃丕庭、往來有謝長廷、林敏生律師等前輩，當事人則有國泰信託、花期銀行、

第一信託、彰化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辜振甫、辜廉松…等。與大家報告澎湖取締毒魚的情形

與領得獎金。而澎湖、金門、馬祖風光很美，可比希臘的愛琴海，夏天的藍眼淚非常美麗。應該去遊

山玩水有不一樣的感受，覺得很棒的。 

擔任檢察官時期，在雲林曾相驗一張人皮，因死者在紙漿廠工作不小心與廢紙一同掉入溶解強酸

的紙漿巢內而屍骨無存、金門也服務過，馬祖代理檢察長，退休後創立慶揚法律事務所(新北市中山路

二段 113號 8樓)，擔任律師為大家服務。 

今日能成為板橋扶輪社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是非常光榮的事，也感謝 Gas 社長、Wireless 社長

當選人、Life、Pipe 的介紹與牽成。這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另一種生活體驗，能認識如此眾多良師、

益友的扶輪精英，增加寬廣的胸懷、開拓嶄新的視野、增近多元化社會活動參與的機會，在此感謝大

家的指導及照顧。 

最後敬祝大家身心健康、心想事成、合家愉快，謝謝！ 
 

 

 

根據 2016 年程序手冊第 69 頁及 70 頁國際扶輪細則第 21 章 21.020.2 規定訂閱條文中，明確規
定美國及加拿大社員於持有社籍期間為此公式雜誌之付費訂戶又於 21.030.1 規定美、加以外之各扶輪
社社員及網路扶輪社社員應付費訂閱國際扶輪公式雜誌或由理事會核准並規定各社訂閱之扶輪雜
誌，並准許兩名扶輪社員居住同⼀住址者可選擇合訂⼀份公式雜誌。 

台灣扶輪⽉刊是國際扶輪授權認證的扶輪地域雜誌之⼀，根據去年 11 月在曼谷召開的亞太地域
雜誌講習會所提供之資料顯示每期發行量超過或等於社員人數的有日本、泰國及韓國，而台灣 2017
年 10 月 31 日所公布的社員人數為 32,878 人僅訂閱 12,500 冊，訂閱率為 38.2％，在亞太六個國家
中確實偏低，也是我們應該檢討如何面對的時候了。 

處在這飛速網路時代，除了出版扶輪月刊之外，本協會也必須積極的維護及充實網路內容，讓台
灣的社友能夠及時的獲得國際扶輪及台灣扶輪的最新訊息；國際扶輪細則第 22 章扶輪網站規範，理
事會應負責在網路上開設並維護國際扶輪網站，並鼓勵各地區及扶輪社以適合的文字維持網站，而且
如果可行，提供通往扶輪網站的連結。 

本協會忝為媒體⼈的⼀份⼦，對於提昇扶輪的公共形象⾃不能置⾝事外，為此自去年下半年即開
始積極籌劃頒發台灣扶輪新聞金輪獎的構想，之後有個機會能和 3520 地區舉辦過金輪獎的諸位前總
監達成協議，組成「2018 台灣扶輪⾦輪獎委員會」成為本會的⼀個常設組織，廣納台灣各地區的媒
體社友，成為堅強的組合，為扶輪的公益，透過廣大社會媒體力量來傳播，不再侷限於扶輪的圈圈，
這種轉變不正符合今年度的主題嗎？我期望藉由我們的共同努力，讓我們協會結合台灣的扶輪團體，
有能力來改變社區，改善世界。                                              (摘自台灣扶輪) 



 

 

 

 
 

時間：中華⺠國⼀○七年五⽉⼗九⽇(星期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2號) 
主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 羅致政P.Master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 陳世通P.Area  
記錄：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江基清P.P.Al 、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 陳澤龍S.Jason  
板橋南區扶輪社社⻑ 陳世通P.Area下午五時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 
第⼀案：2017-2018年度社⻑˙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提請討論。 
說  明：(1)第二、四、七分區社⻑˙秘書聯誼會 

【團隊名稱】：第⼆、四、七分區社⻑˙秘書聯誼會-3H團隊 
【分組方式】：依照分區分成三組，舉辦方式就按照各分區各社年資，資深到資淺來輪流。 

第⼀年執⾏⻑在⼆分區、財務⻑在四分區 
第⼆年執⾏⻑在四分區、財務⻑在七分區 
第三年執⾏⻑在七分區、財務⻑在⼆分區 

【費    用】：(1)每位6,000元。(暫訂) 
(2)若費⽤有結餘，則最後⼀次活動費⽤減少收取⾦額來平衡。 
(3)建議各分組選出財務管理支付費用。 

【聯誼方式】：⼀年舉辦⼀次餐敘、⼀次旅遊。(限定對象為社友伉儷) 
【應酬公約】：1.禮金、奠儀參加者自行處理，金額如下：喜事：2,000元、喪事：1,500元。 

2.團隊若逢秘書升任社⻑，或特殊事項將⽤團隊名義致贈賀禮(10,000元)。 
(2)第⼆分區社⻑˙秘書聯誼會 
【團隊名稱】：第⼆分區社⻑˙秘書聯誼會-3H團隊 
【分組方式】：依各社年資，資深搭配資淺社⼀年⼆社輪流主辦。 
【費    用】：每位6,000元。由當屆主辦社收取，並依序傳承。 
【聯誼方式】：除了二、四、七分區聯誼會⼀年舉辦⼀次餐敘、⼀次旅遊外。⼆分區再⼀年

舉辦三次餐敘，每季⼀次餐敘。合計⼀年舉辦四次餐敘、⼀次旅遊。(限定對
象為社友伉儷) 

決  議：決定與第四、七分區十六扶輪社共同聯誼，至於費用方面則委由A.G.Elevator與第四、七分
區助理總監取得共識後再⾏決定。但我們第⼆分區社⻑˙秘書聯誼會，會另外在安排聚餐三
次。 

活動報告 
1.感謝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林秀鳳D.V.S.Shally準備麻辣花生分享大家。 
2.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三週年暨新舊任社⻑交接典禮，謹訂於5月20日(星期日)下午5:30假台北花
園大飯店舉行。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 羅致政P.Master下午六時宣佈散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7～～～～201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八八八扶輪社第扶輪社第扶輪社第扶輪社第四四四四次次次次社長社長社長社長••••秘書秘書秘書秘書聯誼會聯誼會聯誼會聯誼會會會會會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7 名 
出席人數：49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Frank,Golf,Infinity,Joe,Land,Seven,Skin,Tech, 

Wealth,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周德銘 校長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 本 社 

王志源 學務主任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 本 社 

李政翰 教練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 本 社 

邱豐添 復建師 立誠骨科診所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90,116 

FAMILY 第四期 6,250 

GLUE 第四期 6,250 

ORTHO 第四期 4,250 

CONSTRUCTION 第四期 1,416 

PIPE 第四期 4,250 

SMILE 第四期 6,250 

合計  28,666 

累計  1,518,782 

一般捐款 

Bank 結婚 36 週年快樂 2,000 

Nick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re Post 精彩自我介紹 1,000 

合計  4,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Post 歡喜自我介紹 1,000 

Trust 6/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rbon 6/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ech 6/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4,000 

 

 

 

 

 

 

 

 

 

 

 

 

 

 

 

 

 

新北國際網路社授證 2 週年紀念典禮 
時間：10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采棠廳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Wireless 社長當選人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4 週年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 樓圓滿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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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Park 祕書、 

Stone、Wine、Tiger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5 次例會 

                        107 年 06 月 14 日 

●主講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艾鵬 副局長 

●講題：警察服務 樂活新北 

●節目介紹人：陳福源 社長 

●召開 6 月份理事會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74 次例會 

                        107 年 06 月 07 日 

●主講人：RYE Retax 學生 

呂宜儒 Lucas & 陳世芃 Cindy 

●講題：2018 Rotex 世界大會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