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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志翔 社友(60.06.26)Duke 

徐維志 社友夫人(06.23)Infinity 

李文良 社友夫人(06.24)Skin 
 

 

 

 

 

 

 

 

 

 

 

 

 

 

 

 

 

 

 

 

 

 

 

 

 

 

 

 

 

 

 

 

 

 

 

 

 

 
 

 

廖金順前社⾧慟於 108 年 6 月 5 日壽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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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卅
分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告別式當天敬請社友提早 8：00 至會場。 

※七月㇐日(星期㇐)本社第 53 屆社⾧．職員就
職典禮將拍攝社友及夫人合照(合照將放於
新年度社員名錄)，敬請各位社友於當天下午
4:10-4:30 之間提早到達授證會場台北新板
希爾頓酒店 3 樓圓滿廳(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
道二段 10 號)，以利照片之拍攝，感謝您的
配合，謝謝！ 

 

㇐、扶輪社裡「糾察」㇐職，其任務是在協助維持㇐個有秩序、莊嚴而有效率的扶輪社例會，使賓客
與來訪賓客、友人的心目中留有良好的印象。 

二、本人擔任五十二屆「糾察」職務已近尾聲，感謝各位 PP 以及社友的配合與支持，能順利完成任
務，並學習到很多事務，再次借本文表示感謝。 

三、然而，在糾察職務中，也不斷思考如何在糾察工作上，能對於社務有所幫助，因為糾察之工作，
應該不是僅僅止於負責維持秩序、勸募或收錢而已，以下是想與各位社友分享與共勉之事項： 
1.有關參與例會之服裝要求方面，近年來似乎有漸趨鬆散的趨勢，仍期盼各位社友在每星期㇐次

例會（每次僅兩個小時）的有限時間裡面，能盡量以完整、正式的服裝出席，以彰顯本社之團
體紀律。 

2.在以板橋扶輪社的名義出外參加團體活動，在過程與表現方面，因為出外參與活動，就是代表
整個板橋扶輪社，所以無論是社友或寶眷，在外參加活動或職業參訪時，均能尊重接待或主辦
單位的人員，勿大聲喧嘩，甚至影響到他人，這㇐部分在以後之活動中，盼望大家均能互相提
醒、注意。 

3.另外，在參訪活動進行時，尤其是在接待單位有派人員解說時，期盼各位社友、寶眷，大家均
能注意聽取接待單位的解說，勿自顧自的拍照、聊天，才不會錯過了吸收新知識的機會，同時
這也是對於接待單位的尊重，也才能讓他人對於板橋扶輪社，留下㇐個美好的印象。 

四、文末，仍要再次感謝各位 PP、社友的提攜與指正，感恩。 

李明川前社⾧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陳錫文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李威毅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親職教育的身教與言教- 

當代教育的困境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刑志彬 同學  

心理師會用特定的方法，協助當事人（大多是
自覺有生活困擾的人或跟他生活覺得有困擾的
人）重新調整自己去適應生活 
．事情類似就同化(assimilating) 
．事情不類似就調適(accommodating) 

人生旅途中，會有幾種角色有㇐個人是對你不
求回報的付出呢？ 
．父母 
．心理師 或 其他 

人為什麼會出現問題(過度僵化的人際策略) 
．你用父母對你的方式來對待自己 
．你用父母對你的方式來對待別人 
．你引誘或促發別人用你父母的方式來對待你 

所以跟父母工作是我㇐直以來的工作 

 

甚麼都管 
．選擇性緘默(只在特殊情境說話的小孩) 
．㇐個大陸的所見所聞 
．不會說話的幼兒 

甚麼都不管 
．網路成癮(偏鄉國小) 
．物質濫用行為(全國數據) 

無法延宕滿足 
．Who Care 人定勝天 

時序加快太多 
．網路、關係 

混合才是王道 
．新興毒品 

親職功能弱化 

．我比別人幸運，有第三次別人不求回報的幫助。
Jasmine總是告訴我們：勇敢追夢，回饋社會。 

．我會努力完成學業，進入大學，持續推動親職
教育，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幸福。 

 

時間：108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新莊天賜良緣大飯店 2 樓-花開富貴廳 

(新北市新莊區區中正路 542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IPP Gas、 
Stone 祕書、Green、Genial

 

時間：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五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IPP Gas、Michael 
社⾧當選人、Stone 祕書、Wine 



 

 

地震災後住宅重建制度之

臺日比較-研究計劃爲主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佐藤円 同學  

．臺灣過去台日有經歷過大小各種的地震。發生
的東日本大震災，過去台日有經歷過大小各種
的地震。 

．臺灣在於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邊界
上，地震大國日本位於北美板塊，歐亞大陸板
塊，太平洋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邊界上。→
發生地震的幾率比較高 

．地震會帶來各式各樣的危機。 
．台日兩國必須要應對危機，也要好好想災後如

何重建。 
．震後重建過程反映每個地區的特徵。 
．社會價值觀/生活方式差異/經濟條件的差異 

．關注住宅重建相關項目。 
．住宅是㇐個「個人」的生活基礎，日本國憲法

25條第1項有規定，「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而文
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權利。」，住宅是過「健
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東
西。 

．台日之間，較易找到談關於重建過程的文獻，
但是從法制的角度來談台日之間關於住宅重建
的比較的文獻是等同於沒有的，希望「比較地
震如何影響到法制與住宅重建制度，找出共同
點與不同的地方」是國際學術交流，防災等的
方面會有貢獻的。 

．1998年領布以來經歷過九次修法 
．立法目的：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

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
進公共利益，特制定。 

．條例第四條明確地規範都市更新處理方式：重
建，整建與維護 

．1969年領佈 
．都市再開發法將「市街地改造法」和「防災建

築街区造成法」的合併。 
．「市街地改造法」 公共設施的整理為主要 
．「防災建築街区造成法」指對以土地所有者等的

權力者爲主的促進不然防災建築物之建設為目
的之「防災建築街区造成事業」 

．日本政府都市再生政策的目的「復甦日本經濟」
「解決傳統都市問題」「適應21世紀發展需要」 

．1995年 2 月 26 日施行。 
．立法目的：為儘速完成阪神．淡路大震災受災

市街地 復建事業，以及為確立今後發生大規模
之災害，對於受災 市街地之緊急復興及提高防
災機能所建立之基本制度。 

．特別措置概要 
1.被災市街地之創設  
2.被災市街地復興推進地區內各項復建事業制

度之擴充 
3.推動復建事業，提供必要住宅等各種措施  

．依行政院主計處107年第2季的統計，全臺灣屋
齡30年以上的 老屋戶數約占47.55%，其中，
新北市屋齡30年以上的老屋戶 數約占全市的
43.89%，台北市更高達全市的68.38%。 

．前內政部⾧李鴻源表示，由於北部土壤液化嚴
重，如果在臺北發生芮氏規模6.0的地震，恐怕
會震倒4千棟房子。 

．根據丁致成與麥怡安2014年的統計，2000年
到2013年全臺灣有426件核定實施的更新事業
中，重建類型共335件，大約佔了79%。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免 計出席：14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Boss,Franklin,Food,Golf,Infinity, 
Joe,Park,Printer,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刑志彬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
學生  本 社 

佐藤円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
學生  本 社 

楊惠元 負責人 富泉園藝有限公司 本 社 
林正豪 總經理 台成營造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91,336 
Carbon 第四期 4,250 
Jia-Pin 第四期 4,250 
Sticker 第四期 4,250 
Wireless 第四期 50,000 
合計  62,750 
累計  NT$1,454,086 
㇐般捐款 
Tiger 謝謝大家祝福生日快樂 1,000 
Jamie 感謝 Care 上週代理聯誼 1,000 
Jimmy 歡喜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3,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Glue 歡喜兩位 Speaker 精彩演講 1,000 
Max 6/15 生日快樂 1,000 
Syo-Tei 6/13 生日快樂 1,000 
Canon 6/15 生日快樂 1,000 

Seven 6/19 生日快樂 1,000 
Young 6/18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6,000 
 
 
 
 
 
 
 
 
 
 
 
 

時間：108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PP Bank、PP James、

IPP Gas、Michael 社⾧當選人、 

Life 副社⾧、Stone 祕書、Schooling、
Post、Canon 

 

時間：1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9：00 報到 10：00 開會 
地點：基隆彭園會館 3 樓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2 之 1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當選人、P.P.Book、 
P.P.James、Service 

     第 2729 例會 

                       108 年 06 月 27 日 
●下屆社務行政會議 

     第 2728 例會 

                       108 年 06 月 20 日 
●第 53 屆社⾧職員就職典禮籌備會議 
●召開 6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