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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羅國志 社友(70.11.09)Wine 
王經祿 前社⻑(43.11.11)P.P. Terry 
孔繁文 社友(53.11.14)Johnny 
黃永昌 前社⻑(42.11.17)P.P. Bank 
曾文淵 社友(34.11.21)Smile 
徐維志 社友(48.11.22)Infinity 
高智堅 社友(52.11.22)James Kao 
洪國恒 社友(62.11.22)Nick 
林當隆 前社⻑夫⼈(11.10)P.P. Book 夫人 
鄭俊彥 社友夫人(11.12)Art 夫人 
黃永昌 前社⻑夫⼈(11.13)P.P. Bank 夫人 
莊志翔 社友夫人(11.20)Duke 夫人 
林新乾 社友夫人(11.23)Printer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詹智⺠ 社友(104.11.11)Service 

鍾如盈 女士(結婚四週年紀念日) 
♥ 陳文龍 前社⻑(56.11.11)P.P. Ocean 

黃素英 女士(結婚五⼗⼀週年紀念日) 
♥ 汪忠平 社友(90.11.11)Charles 

呂家華 女士(結婚十七週年紀念日) 
  

社區服務-捐贈瑞芳區瑞濱國小 
辦理課後管樂社團計劃 

時間：107年 11月 15日(星期四)  

上午 9：45 

地點：瑞濱國小(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 34號) 

 

社區服務~捐贈珍媽工坊增能計畫-

機器設備採購增添       107.11.02 
⾃⺠國 93 年創會成立，⽽於⺠國 95 年入駐

三芝、石門地區服務弱勢家庭（含隔代、單親、新
住⺠、原住⺠、家庭突遭變故及家有⾝⼼障礙者、
重症患者、更生人等之家庭），目前由三芝、石門
區公所提供的弱勢家庭列冊名單約 1,100 戶，為使
弱勢家庭成人，擁有自力更生的工作機會，以改善
家庭經濟，故而成立『珍媽工坊』。 

經由珍媽工坊經營計畫的設立，設立專業工廠，
提供弱勢家庭成員就業機會，進而學習餐飲、烘培
製作專業知能。 

是日由 Wireless 社⻑帶領 I.P.P.Gas、Michael
社⻑當選⼈、Stone 祕書、Truck 社區主委、Care
社友、Contruction 社友、Green 社友、Stock 社友、
Jamie 社友共同參與此項具有義意之社區服務。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時間：107年 11月 17日(星期六) 上午 8：00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399巷 57弄 20號) 

※當天備有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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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觀我的人生觀我的人生觀我的人生觀    

－－－－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    

 

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我的履歷 

•人的行為受過去經驗影響 

•台大醫學系Ｘ7年 

•當兵(269師醫官)Ｘ2年 

•臺大醫院外科住院醫師Ｘ5年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外科研究員Ｘ1年 

•臺大醫院外科主治醫師Ｘ20年 

(扣掉當兵2年，美國1年)30年在中山南路之兩邊 

•台北市長 

我當醫生之日子 

•當醫生的第一天 

•當外科急重症醫生的每一天 

•生離死別、看淡人生 

我在台大醫院之日子 

•外科加護病房主任17年 

•Trauma (創傷醫學部主任5.5年) 

•Hospitalist system (駐院醫學，急診後送病房) 

•ECMO 

•全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 

•安寧療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 

一個重症醫學專家之心路歷程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

處。 

這麼多年過去了，治療過程的欣喜、挫折，

都忘記了。唯一還有記憶的，卻是兩人午夜聊天，

甚至兩人的相對無言，最後這一段日子，因兩人

的互信互諒，我們做到了生死兩相安，再無遺憾。

他走的很平靜，從此我知道醫生在診斷、開刀、

藥物治療以外，還有一些可做的事，甚至什麼事

都沒作的相對無言之中，也有醫師的價值在其

中。 

生命花園的園丁 

•春、夏、秋、冬 → 園丁 

•生、老、病、死 → 醫師 

•從「科技」回歸到「人性」 

人我之間 

•把別人當做自己 → 博愛 

•把自己當做別人 → 淡然 

•把別人當做別人 → 智慧 

•把自己當做自己 → 自在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 

苦海無邊 

•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樂的過每一天 

•裝著快樂的過每一天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的每一天生活之中 

•an 

•反對亮點政治(反對煙火政治) 

•0.9理論(心臟外科手術) 

•ECMO經驗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八～二○一九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3樓) 

◎主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林振哲P.Sky、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張振坪P.Wireless 

◎記錄：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吳得利S.Polo、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陳尚彬S.Ocean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林振哲P.Sky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108年

1月11日(星期五)14:30假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館(都匯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43巷77

號14樓會議室)舉行。 

決  議：由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第二案：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設立公共形象看板。請討論。 

決  議：感謝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A.G.Hotel，免費提供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67號公司外牆懸掛

公共形象看板。看板製作費用由八扶輪社平均分攤，看板內容委由板橋扶輪社社長阮良雄

P.Wireless全權處理。 

第三案：2018-2019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

教醫院弱勢家庭學童課後輔導班助學金計畫」。請討論。 

決  議：考慮各社人數及編列經費的差異性及秉持地區總監蔡志明D.G.Li-Shin提倡減輕各社負擔之精

神，捐贈經費微調為板橋扶輪社50,000元，板橋群英扶輪社40,000元，新北光暉扶輪社20,000

元，餘5社各42,000元，加入地區獎助金321,671元，合計捐贈新台幣641,671元。 

第四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是否共同製作國際扶輪3490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旗。請討論。(提

案人：板橋北區扶輪社) 

決  議：為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例會或共同社區服務時使用，委由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李老丁P.CNC

處理，製作五支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小社旗，費用新台幣600元。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第一案：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配合舉辦關懷弱勢老人與孩童供餐服務活動，服務地區是坪林及泰山

或林口二個地區，一個地區經費50,000元，二個地區合計新台幣100,000元，邀請有意願的

扶輪社參加。請討論。（提案人：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A.G.Hotel） 

決  議：由各社理事會自行決議是否參與。 

第二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中華民國108年1月12日(星期六)中午在吉立餐

廳舉行，於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時決定每桌餐費是新台幣5,000元整，是否調整。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李老丁P.CNC） 

決  議：調整為每桌餐費為新台幣6,000元整。  

案由三：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擬邀請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張錦貴教授蒞臨演講，請

討論。（提案人：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林振哲P.Sky） 

決  議：照案通過。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張振坪P.Wireless與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P.Eric，敬邀各社社友與寶眷中

華民國107年11月17日(星期六)踴躍出席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2)感謝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玉梅A.G.Hotel，贈送與會人員龍角刺舒活露。 

◎會議於下午五時廿六分圓滿結束，由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張振坪P.Wireless宣佈散會。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6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rain,Duke,Franklin,Genial,Jimmy,Joe,Park 

Pipe,Seven,Skin,Tile,Wealth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10,500 

Charles 第二期 4,250 

Lion 第一期 6,250 

Service 第二期 4,250 

合計  14,750 

累計  NT$525,25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Lawyer 10/27生日快樂 1,000 

Silk 11/1生日快樂 1,000 

Jia-Pin 11/1生日快樂 1,000 

Wealth 10/2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harles 11/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tone 10/29 結婚週年快樂 2000 

合計  NT$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6 例會 

                        107年 11月 08日 

●主講人：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正方 董事長 

●講題：無人飛行系統的創新應用與發展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11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7 例會 

                        107年 11月 15日 

●原訂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九

七次例會，為舉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

山變更例會時間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假

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舉行。 

台北西區扶輪社暨輔導子社 13 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107.10.24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8 例會 

                        107年 11月 22日 

●職業參訪-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 

東立物流、高德貿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