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國 108 年 1 月 31 日   

                                                                                                                                                       
 

敬祝生日快樂 
詹智⺠ 社友夫人(02.01)Service 夫人
黃  檉 社友夫人(02.03)Tech 夫人
楊明炎 前社⻑夫人(02.04)P.P. James
何溪泉 前社⻑夫人(02.10)P.P. Lucky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劉紹榮 前社⻑(64.02.02)P.P. Alex

賴麗雲 女士(結婚四十四週年紀念日
♥ 張愿福 前社⻑(47.02.12)P.P. Jyi-

張柯菁 女士(結婚六⼗⼀週年紀念日
♥ 吳明田 前社⻑(59.02.13)P.P. Miller

吳謝惠美 女士(結婚四十九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紅寶石婚紀念
李文良社友 Skin 與夫人施彩雲女士
2 月 9 日歡度結婚四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感謝您~ 

感謝 Alan社友贈送全體社友迷你露營登一盞

春節團拜聯歡活動

時間：107年 2月 17日(星期日)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1：：：：30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12：：：：00 開會開會開會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3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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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夫人 

P.P. James 夫人 
P.P. Lucky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P.P. Alex 

週年紀念日) 
-Lih 

週年紀念日) 
P.P. Miller 

週年紀念日) 
紅寶石婚紀念 

施彩雲女士於 

 

社區服務~板橋扶輪社

血活動                 
⼜到了⼀年⼀度的捐⾎⽉，⼀份愛可以牽引更

多的愛，板橋扶輪社及玉山銀行共同舉辦捐血救人
公益活動」於 1 月 22 日在
行，號召社友及⺠眾挽起袖⼦、熱情響應。
玉山銀行愛心不落人後，募集醫療用血供救
更積極投入各項社會公益，展現對這塊土地的愛，
善盡社會責任，期許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與各
界共創更美好的社會。

是日由 Wireless
Michael社⻑當選⼈、Life
Stone 祕書、Contruction
Genial 社友、Stock 社友共同參與
此項具有義意之社區服務
Genial 社友、Stock 社友
寒冷季節熱情挽袖，作個快樂的
捐血人，帶給社會最及時、最需要的幫助。
 

 

 

 

 

 

 

 

 

 

 

 

 

社友贈送全體社友迷你露營登一盞。 

團拜聯歡活動 

 

開會開會開會開會 

1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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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

                 108.01.22 
⼜到了⼀年⼀度的捐⾎⽉，⼀份愛可以牽引更

及玉山銀行共同舉辦捐血救人
日在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舉

及⺠眾挽起袖⼦、熱情響應。本社及
玉山銀行愛心不落人後，募集醫療用血供救人之需，
更積極投入各項社會公益，展現對這塊土地的愛，
善盡社會責任，期許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與各
界共創更美好的社會。 

Wireless 社⻑帶領
Life副社⻑、

Contruction 社友、
社友共同參與

此項具有義意之社區服務，並感謝
社友，在這 

熱情挽袖，作個快樂的 
帶給社會最及時、最需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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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

中央警察大學警監、警政、海佐、

高志斌 教授 

A〉 

1.個性互補 

2.能力互補 

3.角色互補 

4.經驗互補 

5.家族互補 

B〉 

男：七分靠打拼，三分靠緣分 

女：三分靠努力，七分靠歸宿 

C〉 

夫者扶也，妻者棲也； 

彼此欣賞，彼此體諒。 

D〉 

夫妻只要一半“對”了就可算 70分

 

 

 

 

 

 

 

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8年 2月 19日(星期二)  

上午 10：20報到 10：43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蘆竹區赤塗崎 34-1

~歡迎前來打球~ 

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談婚姻搭配或選擇    

 

、警佐班講師 

分。 

光復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扶少團今天一行 23

服務，協助院區環境清理

忱感謝板橋扶輪社及光復扶少團的愛心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幫助扶

輪社和地區規劃和執行社區發展和人道服務

計畫。這些團體由對於特定領域服務有技能和

熱情的扶輪社員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籌

組。行動團體開放給扶輪社員

以及所有扶輪和扶輪基金會計畫的參與者和

前受獎人參加。成員有機會在其社團

或國家之外參與有意義的服務活動

團體來增強您的計畫、

新社員。 

月份高爾夫球賽 

 

開球 

1號) 

 

光復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23 人到大同育幼院做社區

協助院區環境清理，院方黃劍峰院長也熱

忱感謝板橋扶輪社及光復扶少團的愛心。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 

社員行動團體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幫助扶

輪社和地區規劃和執行社區發展和人道服務

這些團體由對於特定領域服務有技能和

熱情的扶輪社員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籌

行動團體開放給扶輪社員、其家庭成員、

輪基金會計畫的參與者和

成員有機會在其社團、地區，

或國家之外參與有意義的服務活動。請用這些

、促進社員參與，並吸引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1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點：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巷 77號 14樓） 

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P. CNC、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P. Peter Chin 

紀錄：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S. Bob、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S. Tony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P. CNC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7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假吉立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2樓)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由板橋扶輪社及新北光暉扶輪社主辦，並邀請 2019-2020年度人員

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當日是否要邀約夫人參加，此事研議後通知。  

活動報告活動報告活動報告活動報告  

1.分享本年度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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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與服務心得，未來將會提供資料及結案狀態予下一屆參考。  

2.謝謝 CNC社長提供精選咖啡豆並研磨咖啡予在座出席人員。 

會議於下午四時圓滿結束，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P. Peter Chin宣佈散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8~2019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 

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紀錄 

扶輪強調每個職業的尊嚴及價值。要記得

四大創始社員沒有醫師也沒有和平締造者－

只有一位律師、一位礦業工程師、一位煤礦商

人，以及一位印刷業者。從一開始，這些職業

的多樣性就賦予扶輪特別的力量。而那個多樣

性反映在我們的職業分類制度中，目的是確使

每個扶輪社都能代表服務每個社區的事業及

職業的完整範疇。 

保羅•哈理斯是這麼的：「每位扶輪社員

都是扶輪理想與其所屬行業或職業的連結。」

這在他發言當時為真，現在也應該同樣真實。

我們一星期只在例會度過一、兩個小時，可是

我們大多數的人大部份的清醒時刻都在工

作。透過扶輪，這些時間也可以是服務的機

會：有機會成為與我們共事者、我們的員工、

以及我們服務之社區的勵志領導者。 

擷取至 1月份扶輪月刊中社長文告 

加入扶輪社 

不應有精神上之負擔 

每一扶輪社員各有自己的資源，每一人的

財力、物力、專業技能等各不相同。只要認為

有意義之事項，應儘量付出，但要隨緣盡份，

不必超出自己的能力，亦無須與他人比較。最

重要的是內心，不在外表，加入扶輪社不應有

精神上之負擔，亦不應有物質上的負擔。 

實例：扶輪社為援助擴張童子軍的活動。

由於一時的熱情及衝動，答應募款 10 萬美

金。但最後僅募七成，無法達成目標。因此而

形成了後來的 23-34號決議。它明白的告訢我

們，扶輪社如不能負擔推行計劃之一部分或全

部責任時，再好的計劃都不應該支援(見 23-34

號決議 6.(b))。此後扶輪對於所推行之計劃，

都做慎重的考盧(見 Golden Srand p152)。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Art,Banker,Duke,Franklin,Golf,Infinity,Jimmy 

Land,Park,Seven,Sticker,Tech,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高志斌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警監、警

政、海佐、警佐班講師 
本 社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09,166 

Archi 第三期 6,250 

Skin 第一期 4,250 

Skin 第二期 4,250 

Skin 第三期 4,250 

Stone 第三期 6,250 

Johnny 第一期 4,250 

Johnny 第二期 4,250 

Printer 第二期 4,250 

Gyne 第三期 4,250 

Judge 第三期 6,250 

Jyi-Lih 第三期 4,250 

Pipe 第三期 4,250 

Silk 第二期 4,250 

Silk 第三期 4,250 

Torque 第三期 6,250 

合計  71,750 

累計  NT$980,916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Torque 歡喜生日快樂 1,000 

Ortho 感謝腳踏車團首航順利成功!! 1,000 

Skin 結婚四十週年快樂 12,000 

Archi 歡迎高教授蒞臨演講 1,000 

合計  15,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1.謝謝 Ortho及 Canon 帶領之

下，順利完成第一次腳踏車試乘 

2.謝謝 Glue PP請各位在碧潭喝

咖啡 3.謝謝 Schooling提供專業

腳踏車 

2,000 

Stone 高教授精彩演講 1,000 

A Cheng 
1.1/30 生日快樂 2.1/26結婚週

年快樂 
2,000 

Max 歡迎高志斌教授精彩演講 1,000 

Frank 1/27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1/28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8,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708 例會 

                        108年 01月 31日 

●新社友陳文彬 Vincent 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709 例會 

                        108年 02月 07日 

●適逢春節連假，休會乙次。 

節 目 預 告     第 2710 例會 

                        108年 02月 14日 

●主講人：中國製釉集團副總裁  

蔡憲德 創社社長 

●講題：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化 

●節目介紹人：簡哲雄 前社長 

●召開 2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