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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立昇 社友夫人(08.24)Max 夫人 
張煥章 前社⻑夫⼈(08.27)P.P.Archi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陳瑤國 社友(70.08.27)Life 

劉真珠 女士(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時間：107年 8月 16日(星期四) 

地點：凱撒飯店 

主席：阮良雄 社長   紀錄：張泰西 秘書 

出席：阮良雄、林傳傑、陳瑤國、張泰西、陳福源、

楊東卿、張瑞仁、林當隆、鄭錦玉、張煥章、

張  凱、何溪泉、楊明炎、羅國志、汪俊男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七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本社於凱撒飯店例會合約，是否改成

3年一簽，提請討論。 

說  明：現為一年一簽。 

決  議：將與凱撒飯店討論，以 10年一簽為原則。 

第三案：增加社區服務-贊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

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珍媽工坊增能

計畫-機器設備採購增添經費，金額 14萬

8仟元，提請討論。 

決  議：邀請該單位於 8月 30日例會時蒞社說明。 

第四案：原訂九月二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八

九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

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

時間於九月十六日(星期日)假板橋吉立餐

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有關孔繁文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強力慰留。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P.P.Apple夫人於 8月 16日例會提供大溪豆

干，分享給與會社友。 

RYE Inbound 學生 Miu MATSUMOTO 

班機抵台時間 

時間：107年 8月 25日(星期六)  

地點：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航班：長榮航空 BR105班機 

Miu MATSUMOTO  

中文姓名：鄭美羽 

國家：日本 

出生日期：2001.01.12 

派遣社：Kushikino  

Rotary Club 

接待學校：新北市立 

光復高中 

交換日期：2018.8~2019.8 

當天接機人員敬請於下午 1：30到達機場 

接機人員： 

Wireless社長、PP Diamond、Stone祕書、Green、

Mark、Schooling、Jamie夫人及女兒 

八八八八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劉慧敏女士(PP Alex千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貳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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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土地開發新北市土地開發新北市土地開發新北市土地開發    

現況與榮景現況與榮景現況與榮景現況與榮景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徐鳳儀 主任祕書 

新北市的城市發展已趨飽和，尤其都會區可

建築之大面積土地已不多見，為活化低度利用的

土地，並配合都市發展策略，新北市政府透過整

體開發(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手段，重新整理環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 
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107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  
早上 7：00 

地點：中和國⺠運動中⼼-錦和游泳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50 之 1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Stone 祕書 

境不佳地籍紊亂的地區，使土地資源充分利用，

耕供給都市各種活動所需的用地與空間，同時提

供優質可建築土地，並完善周邊公共設施，以達

到城市永續發展的目的。 

板橋區是新北市縣治所在地區，九十年代因

城市快速發展，整體發展及人口已達一定程度，

又因新板橋車站特定區的全面開發，交通與行政

機能不斷強化，再加上台鐵、高鐵、捷運藍線、

東西向快速道路、特二號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

路的興建以及即將完工的捷運環狀線，使得板橋爲成 臺北都會區新的交通樞紐，新北市政府坐落

的新板特定區，不僅樹立新都心風格，更導引產

業升級、提升板橋居住品質，鞏固板橋作為淡水

河西岸政經、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近年完工

的江翠北區自辦市地重劃區也成功將板橋發展推

動到大漢溪旁，建構新的河岸景觀新藍圖。未來

板橋尚有多處整體開發區(如埔墘 4-7區、浮洲地

區等)待推動，相信將為板橋區的發展注入新動

力。 
 

秋季旅遊暨扶輪家庭日 
-恆春半島休閒三日之旅- 

時間：108 年 9 月 7-9 日(星期五-日) 
行程：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屏東屏東屏東屏東 

宿：墾丁 H會館 

早上 8：00高鐵-台北站集合 

    8：10高鐵-板橋站集合 

早餐：MOS早餐  午餐：東港佳珍海鮮餐廳 

晚餐：飯店晚宴+KTV聯誼活動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  屏東屏東屏東屏東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飯店午宴 

晚餐：飯店晚宴+KTV聯誼活動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天天天天  屏東屏東屏東屏東����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枋寮阿達漁港餐廳 

晚餐：美味台鐵便當 

悼 
王崇興社友先嚴王未決老先生慟於 107年 8月

5日壽終正寢，享耆壽 96歲，噩秏傳來，全體

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阮良雄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8月 24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假新

北市立板橋殯儀館-崇義廳舉行。 



 

 

 

 

 

 

 

 

 

 

 

 

 

 

 

 

 

 

 

 

 

 

 

 

 

 

 

 

 

 

 

 

 

總監來函照登 

主旨：為配合世界社區服務(WCS)國內社區服務工作暨衛教宣導活動之推動，函請各社踴躍參與此

衛教宣導活動，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目標： 

(1)加強新北市社區民眾以「推廣器官捐贈與預立醫療自主」、「自殺防治守門人」、「拒絕藥物濫

用之危害」及「減糖宣導-正確飲食營養」等四大主軸進行整合規劃，以提升民眾健康認知

及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2)推廣預防保健之概念，並發展多元衛生教育之形式，以促進全民健康。 

二、活動當天歡迎各社友攜家帶眷共襄盛舉。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地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活動名稱：2018-19年度世界社區服務(WCS)國內社區服務工作暨衛教宣導活動 

活動日期：107年 9月 15日(六)下午 5時至 8時 

活動地點：淡水捷運站前廣場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承辦人員:陳嗣民 

連絡電話:0922-303-996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6 次例會 

                        107年 08月 30日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7 次例會 

                        107年 09月 06日 

●主講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余明松 科長 

●講題：污水翻轉-打造污水 5E城市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為營造和諧的氣氛，扶輪社產生合唱的慣

例。在例會合唱是由芝加哥扶輪社印刷業的社

員 Harry Ruggles提議。由 Harry Ruggles指揮，

合唱使社員放鬆，心情愉快，有助於社員的親

睦、快樂、凝聚力及歸屬感。 

芝加哥扶輪社發起在集會中合唱，由於合

唱有助大家的親睦、快樂、凝聚力及歸屬感，

後來影響了其他團體、甚至軍隊以及芝加哥市

及全國，非常轟動。 

芝加哥扶輪社第一次流行的合唱是「還有

什麼好顧忌？」，歌詞為「喂！喂！大家在這

裡。究竟在顧忌什麼、究竟在顧忌什麼。喂！

喂！大家在這裡。還有什麼好顧忌」。 

現在公式的扶輪歌曲有 144 首，其中扶輪

自有的歌曲只有 46 首，因此可見只要有助於營

造和諧的氣氛，什麼歌曲都可以。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85 次例會 

                        107年 08月 23日 

●主講人：除役及選址溝通中心 陳東凱 督導 

●講題：台灣電力現況與核能發電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扶輪知識-扶輪在例會合唱的慣例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8 名 
出席人數：49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Duke,Frank,Franklin,Infinity,Land,Max, 

Printer,Tech,Tile,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徐鳳儀 主任祕書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本 社 

紀劉秀霞 女士 PP Apple夫人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5,000 

TIGER 第一期 4,250 

YOUNG 第一期 4,250 

BUENO 第一期 6,250 

BUILDING 第一期 4,250 

JYI-LIH 第一期 4,250 

SMILE 第一期 4,250 

STICKER 第一期 4,250 

TORQUE 第一期 6,250 

合計  38,000 

累計  NT$163,000 

一般捐款 

Jyi-Lih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as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udge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3,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Post 8/19生日快樂，大家身體健康 1,000 

Steven 
感謝徐鳳儀 主任祕書精彩演

講 
1,000 

Canon 8/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3,000 

 

 

 

 

 

 
 

扶輪社是扶輪的基石，出席每週例會可使

得社員們享受社內聯誼，並豐富社員的專業及

個人知識。如果社員錯過本社之例會，歡迎藉

著到世界任何扶輪社補出席例會，來擴大扶輪

視野，保證社員們會在全球各地社區受到熱烈

歡迎。 

定期出席可以幫助社員們履行另一項重要

責任－參與扶輪社服務計劃。社員們可以獲知

本社參與當地及國際服務的情形，並能將自己

的時間及服務奉獻在有需要的地方。 

為了保持扶輪社的強大，每個扶輪社員必

須分擔引進新社員的責任，即使新社員也可以

邀請貴賓參加例會或服務計劃。 

扶輪的價值不言可喻，引起潛在社員對扶

輪產生興趣的最好方式是讓他們親自體驗聯誼

及服務。 

使社員們保持對扶輪的興趣是扶輪領導人

另一項責任。除了要有好的扶輪社聯誼之外，

同時，要使社員們儘早參加服務計劃。因為，

好的扶輪社聯誼與參加服務計劃是防止扶輪社

社員流失的兩種最佳方法。 

扶輪知識-扶輪社員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