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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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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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鑽石婚紀念 
張愿福前社⻑ P.P.Jyi-Lih 與夫人張柯菁女士 
於 2 月 12 日歡度結婚六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    

各位親愛的 PP、社友您好： 

社館搬遷經過第二輪的投票後，2個搬遷方案

投票數如下： 

社員人數 89人，投票人數 66人 

方案 A-都匯中心 17票 

方案 B-板橋凱撒大飯店 49票 

經 12 月 14 日理事會通過，第二輪投票將由

最高當選票之方案當選本社決議之社館搬遷

決議案，故本社開會地點將變更於板橋凱撒大

飯店開會，時間確認後另行公佈，謝謝。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林當煒 社友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永久基金) 捌萬元 

 

12/25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 
25 週年高爾夫球聯誼賽 

王經祿前社⻑ 榮獲 總桿冠軍 
    賀賀賀賀 

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    

1998 年台灣共有七個扶輪地區：3460 地

區：轄部份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76 社；3470

地區：轄雲林、嘉義、台南 43 社；3480 地區：

轄大台北中西區 51 社；3490 地區：轄台北縣、

基隆、宜蘭、花蓮 59 社；3500 地區：轄新竹、

桃園、中壢及部份苗栗分區 41 社；3510 地區： 

轄高雄、台東、屏

東 57 社；3520 地

區：轄大台北東南

區 51 社。（※備註：

國際扶輪各地區號

自 1991-95 年度開

始增加一個 0） 

國際扶輪理事

會於2017年7月開 

始批准將台灣的七個地區自再重劃為十二個地

區： 

3460 地區分割為 3461、3462 地區。 

3480 地區分割為 3481、3482 地區。 

3500 地區分割為 3501、3502 地區。 

3520 地區分割為 3521、3522、3523 地區。 



 

 

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新社友陳豐書陳豐書陳豐書陳豐書 Alan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我是 Alan陳豐書，民國 50年在土城出生，我的家庭

是傳統的大家庭，上有 4位兄長 3位姊妹；我排行老七下

面有個妹妹，是所謂的「屘仔」。 

早期的生活環境普遍不好，爸爸媽媽非常辛苦，非常

用心花費許多心力撫養這一大群小孩，他們有一種傳統精

神，就是：把吃苦當作吃補；這種不怕吃苦、不畏艱難的

精神這是促使我以後創業的基礎，他們兩位是我一生中最

感佩、最敬愛的人，父親在民國 105年 10月往生；讓我

留下了無限的思念與緬懷…。 

民國 75 年 12 月 27 日是我和夫人美雲的結婚日，她是我電器事業的好夥伴，感謝美雲的一路相

伴及支持，讓我在事業衝刺上無後顧之憂。我們有一個兒子孝恩外號叫九頂恩(常常一言九頂)，目前

就讀高雄中山大學機電系四年級，另外還有一隻毛小孩名叫雪球，是蘇格蘭折耳貓，毛小孩常自認為

是朕，我則是牠授命的鏟屎官。我非常愛我的家人，有他們我的生活不寂寞，是他們帶給我豐富的精

神生活，也讓我找到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桓昇電器有限公司從民國 77年在土城開業至今已經 30年，目前經銷的品牌有：Panasonic國際家

電、SAMPO 聲寶家電、HITACHI日立冷氣、HITACHI日立家電、BenQ、YAMAHA、Pioneer、MONITORAUDIO、 

MIPRO、INYUAN、GoldenVoice、…等等，由於電器

產品日新月異科技導向，為了因應時代潮流及技術

本位原則，我們也透過不斷的進修學習商品知識及

技能，以期能夠為客戶做最好的服務。本人我算是

電器業的老將，不管是視聽影音工程規劃或室內空

調設計施工皆有薄技，各位前輩若有家用電器方面

問題都可以找我，我會盡其所能協助各位，各位前

輩不用客氣也可互相交流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教。 

自從 7 月入社到現在遇到的每位社友都很親

切，常常對我關懷鼓勵，讓我非常感動，深深感受

到我們板橋社有一種特別的溫度，就像人體最舒適

的 25.6 度，讓人非常舒服。在這半年的活動參與學

習也讓我開拓不同視野，不同體驗，認識各行各業

的頂尖人才，增長知識收穫良多。Gas社長曾問我：

會不會後悔加入板橋扶輪社，我很肯定的回答：不

會！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 Gas社長與 Genial 引薦，

讓我有機會加入這麼優質的團隊-板橋扶輪社。並祝

板橋扶輪社社運昌盛，全體社友、寶眷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    

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時間：107年 4月 21-22日(星期六-日) 

行程：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南投南投南投南投   

宿：溪頭-妖怪村主題飯店入住 

早上 6：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7：10 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集合 

【長源圳竹林步道】、【鹿谷茶鄉小旅行(A.採茶

/製茶/體驗&B.圍爐煮茶/品茗】、【溪頭妖怪村】 

早餐：中式早點   午餐：竹筒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南投南投南投南投→→→→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妖怪村】、【溪頭森林輕鬆遊】、【竹燈籠觀光

工廠】、【採購名產】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和雅谷鱒魚野菜  

晚餐：桃群風味料理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中華⺠國107年1月21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地點：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26號） 
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P.City、板橋群英扶輪社社⻑：P.Stanley 
紀錄：板橋群英扶輪社秘書：S.Lucky 
討論事項： 
案由⼀：3490地區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節目表演，請討論。 
說  明：總監之夜，二分區需提供⼀個才藝表演節⽬每個節目時間為6-7分鐘內，大會贊助節目費用

8,000元整。 
決  議：以肚皮舞表演為主並由群英社負責聯絡該社社友，確認之後並回報。 
案由二：新北市第⼆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國107年5月19日(星期六)

下午四時，假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2號)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第四次社⻑秘書聯誼會，由板橋東區扶輪社及板橋南區扶輪社主辦，並邀請2018-2019年度

人員列席。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第⼀案：卸任之後⼆分區社⻑、秘書與第四、七分區社⻑、秘書共同舉辦聯誼會。 

(提案人：板橋扶輪社社⻑陳福源) 
說 明：第四、七分區社秘會已達成共識，祈望二分區同意加入。 
決 議：照案通過。 
活動報告： 
1.板橋南區扶輪社卓越30授證週年音樂會於3月2日(星期五)，18:45入場、19:15活動開始，假台灣藝

術大學表演廳(板橋區⼤觀路⼀段59號)舉行。 
2.板橋南區扶輪社30週年授證將於3月3日(星期六)17:30註冊聯誼、18:00鳴鐘開會，假板橋凱撒飯店

(板橋區縣⺠⼤道⼆段8號)舉行。 
3.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區服務-寒冬送年菜活動暨捐贈中山國小•大觀國小•榮⺠之家淨⽔器共五台】

於1月28日(星期日)13:30報到、14:00活動開始、16:30活動結束，假浮洲紙廠公園(板橋區大觀路二
段28號)舉行。 

4.板橋北區扶輪社社⻑胡睿鈞成立全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協會，成立⼤會將於2月8日(星
期四)18:00於台北花園酒店2樓國際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1號)舉行。 

5.感謝D.V.S.Shally贈送17-18團隊及18-19團隊每⼈⼀份江記⼀塊豆⼲滷味。 
6.感謝板橋北區扶輪社社⻑City提供11瓶皇家禮炮威士忌。 
會議於下午 17：30 圓滿結束，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社⻑ P.Stanley 宣佈散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7～～～～201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八八八扶輪社第扶輪社第扶輪社第扶輪社第三三三三次社長次社長次社長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秘書聯誼會會會會會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議紀錄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4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oss,Canon,Jia-Pin,Land,Money,Nick,Ortho, 

Service,Tea,Tech,Wealth,Wine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20,166 

BOOK 第三期 4,250 

GENIAL 第三期 6,250 

GYNE 第三期 4,250 

JOE 第一期 4,250 

JOE 第二期 4,250 

JOE 第三期 4,250 

LIFE 第二期 4,250 

ORTHO 第三期 4,250 

JAMIE 第三期 4,250 

CARE 第三期 4,250 

FRANKLIN 第三期 4,250 

ALAN 第三期 4,250 

合計  53,000 

累計  973,166 

一般捐款 

Gas 歡喜 Alan自我介紹 2,000 

Troque 生日快樂 1,000 

A Cheng 
1.Alan精彩自我介紹  

2.結婚週年、生日快樂 
3,000 

Michael 感謝 Terry PP 贈送高爾夫練習袋 1,000 

Green 感謝 Base PP 關心 1,000 

Care Alan精彩自我介紹 1,000 

Genial 歡喜 Alan社友自我介紹 1,000 

合計  10,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Terry 歡喜兄弟社高爾夫球得獎 1,000 

Glue 

1.歡喜 Gas 社長及全體社友做

Glue的靠山，支持扶輪公益網

的活動   

2.Alan社友的精彩介紹 

2,000 

Stone 歡喜新社友 Alan精彩自我介紹 1,000 

Judge Alan自我介紹成功 1,000 

Post 
歡喜兄弟社高爾夫球得獎第六

名 
1,000 

Schooling 1/28老婆生日快樂 1,000 

Frank 1/27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6 次例會 

                        107年 02月 01日 

●主講人：台灣內湖 特斯拉總公司  

詹智超 車主顧問 

●講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節目介紹人：辜久雄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7 次例會 

                        107年 02月 08日 

●主講人：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  

呂奕熹 諮商心理師 

●講題：壓力調適與 HRV生理回饋儀的運用 

●節目介紹人：吳明田 前社長 

●召開 2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