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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山志 社友(54.12.27)Ortho 
簡哲雄 前社⻑(31.12.29)P.P. Oral 
陳豐書 社友(50.12.30)Alan 
楊明炎 前社⻑(48.01.02)P.P. James 
賴正時 前總監夫人(12.28)P.D.G. Victor 夫人 
陳山志 社友夫人(12.29)Ortho 夫人 
王經祿 前社⻑夫⼈(01.01)P.P. Terry 夫人 
陳嘉彬 社友夫人(01.01)Young 夫人 
盧政治 前社⻑夫⼈(01.02)P.P. Silk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陳豐書 社友(75.12.27)Alan  

王美雲 女士(結婚三十二週年紀念日) 
♥ 葛家勛 社友(85.01.01)Pipe 

李晴霞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召開發展策略委員會 

時間：108年 1月 4日(星期五) 下午 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P.D.G.Carbon、 

P.D.G.Syo-Tei、P.D.G.Victor、P.P.Bank、 

I.P.P.Gas、Michael社長當選人、 

Life副社長 
 

第三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108年 1月 11日(星期五)  

下午 2：30報到 3：00開會 

地點：都匯中心-板橋北區社社館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巷 77號 14樓)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Michael社長當選人、 

Stone祕書、Service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下屆理事 

本社本年度常年大會訂於今日例會中召
開，並在會中舉行本社下年度(第五十三屆)理
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事人數十九名（含本社
章程細則規定之當然理事）故本日將選出十九
名理事，同時召開理事當選⼈第⼀次會議，選
舉 2019-20年度社⻑當選⼈及 2020-21 年度
社⻑提名⼈。 
◎扶輪社年會(常年大會) 
每年十二月某星期召開年會，雖然說是年會，
其實也是例會之⼀。只是在年會中有選舉下⼀
年度理事的重要任務而已。 
此外，另有⼀種與年會類似，仍需由法定社員
人員(社員數的三分之⼀以上)出席才有效的特
殊例會(臨時大會)，但它僅能為修訂章程、細
則或重大事項(例如有全體社員之利害關係事
項)而召開，章程之修訂僅限於定名又區域界
限，其餘均應採用模範扶輪社章程，而細則之
修訂另有規定。 
除了上述年會及為修訂章程、細則或重大事項
而召開的臨時大會之外，在平常的例會上皆不
可作任何決議。 

悼 
陳豐書社友先慈陳媽珠碧 周老夫人慟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壽終內寢，享壽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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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二

十分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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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野鳥生態臺灣野鳥生態臺灣野鳥生態臺灣野鳥生態：：：：    

都會公園綠地野鳥生態都會公園綠地野鳥生態都會公園綠地野鳥生態都會公園綠地野鳥生態 

 

臺灣野鳥保育協會常務理事 李平篤 教授 

依據化石證據，鳥類由爬蟲類(恐龍)演化為

有羽毛的恐龍。1861年德國巴伐利亞省，發現距

今一億四千五百萬年前(侏儸紀)的化石鳥。人類

大約於20萬年前起源於東非。 

臺灣面積約為全球陸地面積的1/4,200。 

全世界鳥種數：約10,700種 

臺灣有記錄鳥種數：約675種(佔世界6.3%) 

臺灣特有種野鳥：27；特有亞種：56種 

鳥種密度高(世界第2)：188種/1萬km2 

特有種及特有亞種佔留鳥比例：53.5% 

野鳥依遷留型態分類 

留鳥：全年可見，會繁殖155種。如麻雀、白頭鶲 

候鳥：隨季節遷徙 

冬候鳥：秋冬來度冬，繁殖約180種。如小水鴨 

夏候鳥：春夏由南方來，會繁殖約20種。如杜鵑 

過境鳥：春秋南北過境，不繁殖約100種。 

如伯勞鳥 

迷鳥：偶而出現，不繁殖約150種。如丹頂鶴 

逸鳥：寵物鳥，引入種,會繁殖約40種。如鸚鵡 

在某地固定會有繁殖的野鳥一定是： 

留鳥或夏候鳥。 

城市三寶： 

麻雀(策鳥仔, Tree Sparrow,14cm) 

 

據「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以2015年為基準，

2017年麻雀減少15％，且全臺灣各地都有減少現

象，尤其北部地區最嚴重，2017年北部麻雀數量

比2015年少了45％。面對農藥毒殺及外來種八哥

競爭。 

被引進當寵物鳥的白尾八哥，近年數量快速

增加。因鳥類棲息地重疊，雜食性的白尾八哥體

型較大、地域性強，且會掠食麻雀幼雛。白尾八

哥5年間數量已成長近1倍。 

綠繡眼(青笛仔,White Eyes,10cm) 

 

野鳥學會提出野鳥保育「三不」 

『不吃』、『不養』、『不放生』 

樹麻雀 

綠繡眼(青笛仔) 

攝影：陳順章 



 

 

「今日鳥類，明日人類」 

意謂野鳥是自然環境的指標 

 
白頭鶲(白頭殼仔,Chinese Bulbul,18cm) 

 

 

「同屬」者以地理區隔減少競爭： 

白頭翁(Chinese Bulbul, Pycnonotus sinensis)及烏

頭翁(Taiwan Bulbul, Pycnonotus taivanus)前者分布

於蘇澳至楓港連線臺灣北部至西南部；後者分布

於蘇澳至楓港連線為界之花東至臺灣東南部。 

烏頭鶲與白頭鶲： 

宗教放生行為與自然入侵日益嚴重，兩者雜交個

體越來越多，其頭頂之黑、白羽區已有多種類型

變異，對於保持烏頭鶲特有種基因是嚴重挑戰，

值得大家關注。 

五色鳥 

臺師大教授李壽先利用DNA鑑定技術，發現

五色鳥在遺傳基因、羽色及聲紋上，與國外其它

地區80種亞種有差異。2009 五色鳥由臺灣的特有

亞種提升為特有種，又稱「臺灣擬啄木」 Taiwan 

Barbet。 

 

黑冠麻鷺 

鷺科鳥類，有大笨鳥之稱。常活動於綠地覓

食蚯蚓。常可見到牠們專注地注視草地下蚯蚓蠕

動，然後以收放有致的獨門拖拉工夫，耐心地將

整條蚯蚓拉食。 

 

攝影：陳順章 

烏頭鶲(烏頭殼仔, 臺灣特有種) 

攝影：黃美娥 

喉與頸項粗大.有紅色斑塊。尾巴是第三隻腳 

攝影：陳體發陳體發陳體發陳體發 

專注地聽蚯蚓 攝影：劉亭雅劉亭雅劉亭雅劉亭雅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9 名 
出席人數：50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 席 率：9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rain,Frank,Golf,Infinity,Park,Printer,Steven 

Stock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李平篤 教授 
臺灣野鳥保育協會常務

理事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20,416 

Life 第二期 17,500 

Ortho 第二期 4,250 

Wine 第二期 6,250 

合計  28,000 

累計  NT$748,416 

一般捐款 

Base 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2,000 

Diamond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Apple 歡迎主講老師 1,000 

Life 二兒子提親圓滿 2,000 

Green 代理祕書歡喜 1,000 

Mark 生日快樂 1,000 

Tea 生日快樂 1,000 

Tiger 太太生日 1,000 

合計  10,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歡喜 Life副社長提親圓滿成功 1,000 

Wine 歡喜 Life副社長提親成功 1,000 

Golf 12/22 生日快樂 1,000 

Implant 12/26 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4,000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8年 1月 12日(星期六)  

上午 11：00報到 11：30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主講者：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 張錦貴 教授 

講題：如何經營一個家 

節 目 預 告     第 2704 例會 

                        108年 01月 03日 

●前社長日 

●主講人：靖妃中醫診所 陳玫妃 院長 

●講題：中醫養生保健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本 週 節 目     第 2703 例會 

                        107年 12月 27日 

●常年大會－選舉理事、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召開 2019-2020年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705 例會 

                        108年 01月 10日 

●原訂一月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五次

例會，為舉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變

更例會時間於一月十二日(星期六)假板橋吉

立餐廳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