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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葉文德 前社⻑夫人(10.01)P.P.Gyne 夫人 
永結同心 紅寶石婚紀念 
徐文進社友 Tea 與夫人徐簡素月女士 
於 9 月 28 日歡度結婚四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時間：107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凱撒飯店 
主席：阮良雄  社⻑  紀錄：張泰⻄  秘書 
出席：阮良雄、林傳傑、陳瑤國、張泰⻄、 

陳福源、楊東卿、鄭錦玉、張  凱、 
何溪泉、楊明炎、汪俊男、程萬全 

討論提案 
第⼀案：八⽉份收⽀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推薦受獎學生案，

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推薦劉紹榮前社⻑冠名二位博士班學

生—簡志剛、刑志彬；⼀位碩⼠班學⽣—
佐藤円。 

第三案：原訂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
九四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
社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二十三
日(星期二)假上海銀鳳樓舉行，提請通
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原訂⼗⼀⽉⼀⽇(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九

五次例會，為舉辦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 

 
子社 13 社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
二十四日(星期三)假台北國賓飯店舉行，
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增加社區服務-贊助社團法⼈中華⺠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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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已邀請該單位於 8 月 30 日例會蒞臨說明。 
決  議：通過。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年 10月 3日(星期三)  

上午 10：30報到 11：00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鄰 39號) 

參加人員：P.P.Diamond、P.P.Miller、I.P.P.Gas、 

Michael社長當選人、Food、Joe、Green、

Nick、Mark、Post、阮宏彬 先生 

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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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 
楊明炎前社長先嚴楊國清老先生慟於 107 年 9

月 15日壽終正寢，享壽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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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堂設於板橋區中正路 250巷 8號，敬請社

友撥冗前往致哀。 

◎告別式訂於10月20日(星期六)上午八時假新

北市立板橋殯儀館-崇仁廳舉行。 



 

 

 

 

規劃已久的秋季旅遊在 Wireless 社長及

Stone祕書的縝密規劃與積極鼓勵領隊下，懷著無

比興奮的心情終於踏上行程。 

九月七日(星期五) 

上午八時假高鐵站集合後，浩浩蕩蕩出發了，

上午十一時到達屏東佳珍餐廳享受滿滿的海鮮大

餐。用完餐後立即前往海生館。 

屏東海生館於民國 89年開館，共分台灣水域

館、珊瑚王國館、世界水域館及鯨典館四個展示

館，藉由參觀海生館，讓大家體驗絢爛多采、生

氣盎然的水底世界，並認識各種海底物種，共同

維護這些珍貴的海洋生物。 

下午五時假下榻飯店-H會館舉辦晚宴，伴隨

著歌聲、熱舞，享受浪漫愉快之夜。 

 

 

 

 

 

 

 

 

 

 

 

 

 

 

 

 

 

 

 

 

 

 

九月八日(星期六) 

享用豐盛早餐後，立即搭車前往飯店戶外大

草原，Wireless 社長特別安排團體娛興時間，射

箭比賽及拔河比賽，雖然當天天氣稍嫌炙熱，但

仍擋不住大家這股熱烈的參與感，社友們皆為自

己的隊伍使出渾身解數，力求最好的成績。 

午餐假 H會館享用，下午於飯店內享受相關

設施。晚上後 KTV歡樂時間，隨即點播了一系列

耳熟能詳的名曲，大家交替輪唱，氣氛十分熱鬧，

歡唱時間於晚間十一時結束，離場時大家仍意猶

未盡。 

九月九日(星期日) 

中午假阿達漁港餐廳享受豐盛料理。隨即搭

乘高鐵北上，結束愉快的恆春半島休閒三日之

旅。 

 

 

 

 

 

 

 

 

秋季旅遊暨扶輪家庭日-恆春半島休閒三日之旅 
時間：107.9.7-9 地點：H會館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Wireless社⻑鳴鐘開會     敬祝 PP Gyne 生日快樂      敬祝 PP Terry 伉儷結婚週年快樂 

   
社⻑及 PP Young 主委交換小社旗   恭賀 PP Alex 孫子許辰熙     恭賀 PP Lawyer 公子薛光崴 

考取東吳大學會計系         考取高雄大學應用物理系 

   
PP Book 贈送科園社     Judge 社友精湛二胡表演 

中秋月餅禮盒   

  

時間：107.9.16 地點：吉立餐廳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3 名 
出席人數：59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93%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Family,Franklin,Golf,Joe,Pipe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38,000 

Golf 第一期 4,250 

James Kao 第一期 4,250 

合計  8,500 

累計  NT$346,5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ealth 9/16 生日快樂 1,000 

Gyne 9/20 生日快樂 1,000 

Family 9/19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erry 9/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Frank 9/2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5,000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3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上午 11：30 報到 11：45 餐敘  

12：45 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2F 國際廳 

主講人：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講題：我的人生觀－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11：30 報到 12：00 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3 樓) 

主講人：健康顧問諮詢 吳寶芬 老師 

講  題：健康吃喝快樂生活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0 例會 

                        107 年 09 月 27 日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1 例會 

                        107 年 10 月 04 日 

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楊子逸 同學  

●講題：視、識、覺–繪畫創作研究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傅翊棋 同學  

●講題：高效率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設計工具 

●節目介紹人：蕭錦聰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2 例會 

                        107 年 10 月 11 日 

●主講人：外匯程式交易線上講師 羅振賓 老師 

●講題：認識全球最夯數位貨幣-比特幣&挖礦 

教學分享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