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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正 社友(48.05.13)Frank 
陳文彬 社友(65.05.19)Vincent 
劉紹榮 前社⾧(37.05.24)P.P.Alex 
吳榮欽 社友夫人(05.23)Banker 夫人 
陳豐書 社友夫人(05.25)Alan 夫人 

♥ 王俊凱 社友(95.05.21)Adam 
黃琇敏 女士(結婚十六週年紀念日) 

♥ 汪俊男 社友(88.05.22)Jamie 
曾雅玲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 賴忠和 社友(66.05.23)Leo 
陳雪麗 女士(結婚四十五週年紀念日) 

♥ 盧政治 前社⾧ P.P.Silk 與夫人盧陳素香女
士於 5 月 23 日歡度結婚六十週年，祝福
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從事政治活動，見證了台灣的民主化。 
從事日本交流工作，建構了台日關係、國際視野。 
台日關係 
398 年台灣史 
．1624-1662 年 (計 38 年)  

*原住民 4.5—5 萬人、漢人 2.5—3 萬人 
台灣北部→西班牙(1626-1642、計 16 年) 
台灣南部→荷蘭(1624-1662、計 38 年) 

．1662-1683 年 (計 21 年) 
*20 萬人 
明王朝鄭成功 → 鄭經 → 鄭克塽 

．1683-1895 年 (計 212 年) 
*300 萬人 
滿清政府治台 

．1895-1945 年 (計 50 年) 
*670 萬人（原 600 萬人－50 萬日本人＋120 蔣氏

來台)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1945-2022 年 (計 77 年)  
*2340 萬人 
中華民國 

127 年的台日關係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1895 年起、計 50 年) 
二、戰後初期的台日關係 

(1945 年起、計 27 年)  
三、斷交後的台日關係 

(1972 年起、計 36 年)  
四、馬、蔡總統時期的台日關係 

(2008 年起、計 14 年) 
明治維新後日制年代 
明治（計 44 年）1868—1911 
大正（計 14 年）1912—1925 
昭和（計 63 年）1926—1988 國立台北大學兼任教授 李嘉進 博士 



 

 

平成（計 31 年）1989—2019 

令和 →2019.5.1.起（德仁天皇） 
→萬葉集之「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始 

．1915 年起 加速台灣的基礎建設 
．1920 年代 台灣議会設置請願運動  

．1927 年 蔣渭水創立台灣民眾黨 

．1928 年 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成立 
．1895 年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始 

．1915 年起 加速台灣的基礎建設 

．1920 年代 台灣議会設置請願運動  
．1927 年 蔣渭水創立台灣民眾黨 

．1928 年 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成立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50 年間，與中國比較下，台灣
人雖未享有主權，但民生等各方面相對是較穩定的。

這半世紀是台灣近代化建設，以及民主化起源的關

鍵之㇐。 
二.戰後初期的台日關係 

1945 年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 

1952 年 中日簽訂「和平條約」 
1972 年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1945 年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 

1952 年 中日簽訂「和平條約」 
1.正式終止戰爭狀態。 

2.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及南沙

群島之主權。 
3.確認戰後雙方關係（如處理領土、戰爭賠償、財

產、人民等問題）。 

4.有關兩國經貿、航空及漁業協定另協商訂定(摘錄) 
1972 年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戰後初期，我與日本有正式邦交的關係，是在美國

主導下所建立的「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台日同盟，
是民主世界與共產世界冷戰的㇐環。 

三.斷交後的台日關係 

1.中日建立邦交 
2.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  

合法政府 

3.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  

可分割的㇐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  
國政府這㇐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  

第八條的立場。 

4.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5.中日兩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持久

和平友好關係，用和平手法解決㇐切爭端。 

6.反對霸權主義 
7.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斷交後的台日關係，雖㇐度造成緊張，但我與美、

日關係充分因應國際情勢，彈性運作。促使台灣在

世界舞台上，更具競爭力及自主性。 

四、馬.蔡總統時期的台日關係 

戰略的台日關係 

 
戰略的台日關係（事件㇐） 

 

 



 

 

戰略的台日關係（事件二）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報到、五時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 2 號 3 樓) 
主席：板橋西區扶輪社社⾧葉木圡 P. Yehson、新北光暉扶輪社社⾧趙書宏 P. Suhon 

記錄：板橋西區扶輪社秘書王嘉慶 S. Ocean、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陳宏志 S. Monga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葉木圡 P. Yehson 下午五時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 

案 由㇐：2021-202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次聯誼會舉辦日

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團隊名稱】幸福團隊-第二分區 

【分組】：依照今年社秘會舉行順序： 
第㇐組：板橋社、板橋北區社 第二組：板橋東社、板橋群英社 

第三組：板橋南區社、板橋中區社 第四組：板橋西社、新北光暉社 

【費用】：每年年費$10000/人，此公費用作聯誼、祝賀支出之途。未來秘書榮任社⾧㇐職，則
以公費祝賀禮金 10,000 元及祝賀禮品於上任時贈予之。 

【聯誼方式】：㇐年四次聯誼聚餐，每季第㇐個月之最後週五舉辦，例如：7 月、10 月、隔年 1

月、4 月之最後㇐週五。首年有五次聯誼，第㇐次由 AG、DVS 請客；如遇舉辦
團隊大型旅遊則另行討論。 

【應酬公約】：個人-喜：禮金$3600、 

個人-喪：奠儀$1500； 
團隊-公費支出喜喪之事致敬高架花籃㇐對。 

活動報告： 

1.AG、DVS 及八社社⾧各贊助威士忌皇家禮炮 21 年 1 支，共 10 支。本次例會結束後剩餘 2 支，由板
西社秘書 Ocean 代為管理，於日後聯誼時飲用。 

2.新北光暉扶輪社秘書陳宏志 S. Monga 贊助艋舺雞排 25 份。 

請新北光暉扶輪社社⾧趙書宏 P. Suhon 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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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am,Boss,Design,Park,Pipe,Skin,Tech,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李嘉進 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兼任教授  本社 

莊淑全 負責人 雅御建築師事務所  本社 
CPA 社⾧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本社 

CP Maggie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本社 
葉吳美惠 女士 PP Gyne 夫人 本社 
王美齡 女士 PP James 夫人  本社 
許婉慧 女士 Brain 副社⾧夫人  本社 
周芷如 女士 Steven 聯誼夫人  本社 

四、捐款報告 
 

承上期  1,511,167 

Leo  4,250 

Sticker  4,250 

Tea  4,250 

Tea  4,250 

E.Fu.Ku  4,250 

E.Fu.Ku  4,250 

Glue  4,250 

Lawyer  6,250 

Bank  4,250 

  40,250 

  1,551,417 

㇐般捐款 

Charles 
1. Prolee

 2.  3.
 

2,000 

Lucky  2,000 

Tiger 
Prolee   

2.  
2,000 

Ortho 226  1,000 
Prolee  3,000 

  10,000 
㇐般捐款(IOU) 

Glue 
Prolee

 
1,000 

Service  1,000 
Banker 5/4  1,000 
Post 5/5  1,000 
Jamie Prolee  1,000 
Design 4/29  1,000 
Adam 5/9  1,000 
Money 5/2  1,000 
Oral 5/8  1,000 
Michael 5/8  1,000 
Archi 5/9  1,000 
Stock 5/10  1,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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