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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淑全 社友(54.07.29)Jake 
劉紹榮 前社⾧夫人(07.30)P.P.Alex 夫人 

謝明進 社友夫人(07.30)Recycle 夫人 

♥ 林志郎 前社⾧ P.P.Shi-Lo 與夫人張麗純

女士於 8 月 3 日歡度結婚五十週年，祝福

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時間：1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 下午 2：0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席：詹智民  社⾧  紀錄：李威毅  秘書 

出席：詹智民、羅浚晅、邱性利、張瑞仁、林當隆、

何溪泉、薛銘鴻、黃永昌、陳福源、林傳傑、
汪忠平、李威毅、陳嘉彬 

討論提案 

第㇐案：原訂八月四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八九㇐
次例會，為舉辦歡度父親節暨第㇐次爐邊

會議變更例會時間於七月三十㇐日(星期

日)下午 5：30 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提
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九月㇐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八九五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

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時

間於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 5：30 假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六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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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  板橋→澎湖 
宿：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上午 7:30 松山機場集合 B7-8605(08:30-09:30) 

松山機場~馬公機場~奎壁山摩西分海~白猿坑

東海遊(無人島巡航/玄武岩地質公園/燕鷗餵食

秀/碳烤生蠔無限量…)~喜來登酒店 

早餐：美味早餐 午餐：龍門海鮮  

晚餐：飯店星光港灣 BBQ+LIVE 

第二天  澎湖 
宿：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馬公~跳島風情遊(七美(含島上遊覽車)~浮潛體

驗或海釣(二擇㇐)、桶盤巡航)~返回馬公~Pier3 

免稅店~市區逛街趣(採購名產)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七美海鮮餐 

晚餐：⾧進餐廳 

第三天  澎湖→板橋 
下午 1:30 馬公機場集合 B7-9106(14:00-15:00) 

澎湖漁市場(06:00)~馬公~澎南風情遊(風櫃

洞、水產種苗繁殖場(職業參觀)、山水(蒔裡)沙

灘追浪花) ~馬公機場/松山機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紅瓦小棧 



 

 

第 2889 次例會  
(七月二十㇐日) 

”
 

 
台北 228 紀念舘英文導覽志工 張文啟 前社⾧ 

流亡詩人 Joseph Brodsky
留給俄羅斯的警語“帝國
的榮光靠語言的力量，而非
軍隊。 
1987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戈巴契夫 1985 擔任 USSR
總書記，起用喬治亞的謝瓦
納兹當外交部⾧，大膽外交
政策，開擴性裁减核武談判，
扮演主要角色。没有戈巴契
夫放棄布里滋涅夫主義，冷
戰難終結。被譽為世紀最重
要有志向良善的改革家 
1990 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James Baker1989/12/3 老
布希和戈巴契夫在地中海

馬爾他會晤，共同宣布結束

冷戰 
 

 

 
USSR 總書記 
1.列寧 1922~1924 
3.史達林 1924~1953 
5.赫魯雪夫 1953~1964 
6.布里滋夫 1964~1982 
9.戈巴契夫 1985~1991 
USSR 解体後的俄羅斯總統 
1.葉爾辛 1994~1996  
 1996~1999 
3.普丁 1999~2004 
4.普丁 2004~2008 
6.普丁 2012~2018  
 2018~ 



 

 

 
普丁從帝國灰燼中崛起，走向獨裁和戰爭族裔民族主
義，強調語言、文化和血統的民族意識和身分認同 

普丁語錄： 

．俄羅斯不發動戰爭,只會結束戰爭 
．我們要讓烏克蘭非軍事化,非納粹化 

．普丁 2000 年登上權力高峰時，他說： 

給我 20 年，還你㇐個強大的俄羅斯。 
．普丁認為 1922 成立，1991 解體的蘇聯是： 

20 世紀最大地緣政治的災難 

．德文是歌德,席勒和康德的語言 
．歐洲大陸的穩定和平是我們國家首要目標 

聯合國祕書⾧ Antonio Guteress 

道德上   不可接受 
政治上   没有立場 

軍事上   毫無意義 

普丁沉緬帝國榮光而不能自拔是他永遠的鄉愁 
We are made in USSR. 

Make Russian great again. 

 
 

 

 
 

 

 
 

 

 

 

 
 

 

 

 

 

 

 

 

 

 

 

 

 

 

 

 

 

 

 

 

 

 

 

 

 

 

 

時間：1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80 號 3 樓) 
第㇐次爐主： 

詹智民 賴正時 林福安 張立昇 洪國恒 黃軒凱 

薛銘鴻 辜久雄 洪學樑 阮良雄 汪俊男 陳嘉彬 
林當隆 張煥章 徐維志 鄭錦玉 陳文彬 王俊凱 

賴宏榮 程萬全 林正豪 周炳宏 

~爐主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8：30 報到 9：3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人員：Service 社⾧、D.V.S.Michael、 

Mark 祕書、P.P.Wireless、Adma、

Bus、Design、Trust、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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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89 次例會  
(七月二十㇐日)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7 名 補出席人數：19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Boss,Design,Family,Implant,Pipe,Skin 
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張文啟 前社⾧ 
台北 228 紀念舘英文
導覽志工 

本社 

PP Sumi 土城扶輪社 本社 

潘玉筆 
副總經理 

昇洋建材有限公司 本社 

四、捐款報告 
 

  66,250 

Ortho  4,250 

Jake  4,250 

Schooling  6,250 

Victor  4,250 

Shi-Lo  4,250 

Adam  4,250 

Jamie  4,250 

Tiger  4,250 

Alex  4,250 

Torque  4,250 

Archi  6,250 

Design  4,250 

Recycle  4,250 

Jia-Pin  4,250 

Judge  4,250 

Alan  4,250 

Leo  4,250 

  76,250 

  NT$142,500 

㇐般捐款 

Jyi-Lih  1,000 

Bueno  1,000 

  3,000 

  NT$5,000 

㇐般捐款(IOU) 
Service  1,000 

Victor PP Joe  2,000 

Money 7/23  1,000 

Recycle 7/24  1,000 

  NT$5,000 

 

 

 
 

 

 
 

 

 
 

時間：111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5：00 集合 6：30 鳴槍起跑 

地點：起點–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 

終點–臺北市政府前廣場 

參加人員：Mark 祕書、Banker 社友伉儷、 

Green 社友伉儷、Jet 社友、 

Tiger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