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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玉 前社⾧(39.10.20)P.P. Diamond 

陳主義 社友(42.10.20)Truck 

林德明 社友(23.10.21)Timmy 

♥ 陳主義 社友(75.10.19)Truck 
黃秋薇 女士(結婚三十三週年紀念日) 

 

 

 

 

 

 

 

 

 
 
 

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6:0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 2 號 3 樓號) 

第二次爐主： 

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陳福源 林明正 鄭光欽 

劉引巨 曾金川 林志郎 饒吳冠 陳主義 吳榮欽 

高智堅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爐主竭誠敬邀全體社友伉儷踴躍參加~ 

 

時間：10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 

上午 11：30 報到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 2F 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當天流程如下： 

11:30 報到、聯誼 

11:45 餐敘 

12:45 鳴鐘宣佈聯合例會開始 

12:46 唱扶輪歌 

12:51 介紹貴賓及各社來賓 

13:05 台北西區社引言 

13:07 社⾧代表致詞 

13:09 介紹主講人 

13:11 唱歡迎主講人 

13:14 專題演講 

主講人：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  

        嚴⾧壽 先生 

講  題：教育-人類邁向未來的希望 

13:52 致贈紀念品及社旗 

13:57 致謝詞 

14:00 鳴鐘閉會 

14:00 各社依照順序與主講者合照 

※原訂 10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之例會提前與之

合併舉行 

李明川前社⾧慟於 108 年 9 月 28 日壽終正
寢，享壽 67 歲，噩秏傳來，全體社友深感悲

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林傳傑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10 月 21 日(星期㇐)上午八時

卅分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扶輪服務帶來感動 

 
友華生技醫藥 林華明 董事 

全世界最耀眼的三大科技體，Google/Apple/ 

Fackbook，他們成功的共通點是什麼? 
連結 

Google，｢人與資訊｣的連結 

Apple，｢人與 App｣的連結 
Facebook，｢人與人｣的連結 

扶輪，也是｢連結｣。 

｢人與人，友誼，資源，經驗，愛心，關懷，力量，
榮譽的多元連結｣。 

但是扶輪不只是人與人的多元連結，連結以後，力

量的轉化更重要   
    ↓ 

．社務服務 
．職業服務 
．社區服務 
．國際服務 
．青少年服務 

．超我服務 
．服務愈多收穫愈大 

．親手服務 
．服務=「奉仕」  奉獻仕事，不求回報 

接受的人感動， 
參與的人也感動，才是真感動! 

 

 

1.服務是否符合社區的需求 

2.是否結合更多資源，讓服務的範圍擴大? 
3.是否持續的提供服務?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4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凱達大飯店三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 

主席：板橋扶輪社社⾧林傳傑P.Michael、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張正鳴P.Jason 

記錄：板橋扶輪社秘書詹智民S.Service、 

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徐明偉S.Benson 

板橋扶輪社社⾧林傳傑P.Michael下午四時三十分

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 

第㇐案：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

社第三次社⾧．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

民國109年1月3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假海

釣族(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6號)舉

行。 

說  明：此次由板橋北區扶輪社與板橋南區扶輪社

主辦，並邀請下屆年度人員列席。 

決  議：通過，但會議時間更改為下午四時三十分

報到、五時開會，請主辦社寄紙本公文通

知大家。 

臨時動議 

1.板橋中區扶輪社社⾧王玉玲P.Linda建議新北市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的主

辦社先幫忙分組，讓各社社友能充份交流聯誼。 

活動報告 

(1)感謝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黃瑞桐P.Kodomo今

日贊助三瓶威士忌。 

(2)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鄭明煌P.Sony與板橋中

區扶輪社社⾧王玉玲P.Linda共同邀請各社用扶 

 

 

 

輪基金指定捐款參與「全球獎助金-台灣C肝篩

檢活動」計劃，此計劃將受惠雲林偏鄉地區的八

仟位民眾，總經費約新台幣三百萬元。 

(3)板橋北區扶輪社社社⾧鄭明煌P.Sony建議各社

鼓勵社友到友社演講，可以擴展扶輪友誼。 

(4)板橋中區扶輪社社⾧王玉玲P.Linda與板橋群英

扶輪社社⾧陳冠婷P.Jetina，再次邀約各社踴躍

參與11月17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

社聯合登山」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5)明年度1月7日(星期二)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

社聯合例會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由板橋南區

扶輪社與板橋西區扶輪社合辦，希望大家推薦

優秀主講者給主辦社。 

會議於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圓滿結束，板橋東區扶輪

社社⾧張正鳴P.Jason宣佈散會。 

 
 
 
 國際扶輪社 3490 地區將於 10/26-11/3

舉辦根除小兒麻痺單車公益環島活動，全程

985 公里，為期 9 天的時間完成壯舉。 

目前全球只剩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2 個疫

區，為根除小兒麻痺，國際扶輪社發起募款計

畫，以「我們捐助 1 元，RI 捐助 0.5 元，比爾

蓋茲基金會贊助 3 元」作為募款的基礎，讓身

為地球村㇐份子的台灣民眾們共同響應做愛

心。 

此活動本社參加人員：P.P.Lucky、Life 社

⾧提名人、Jamie 社友、Ortho 社友，預祝活

動圓滿成功，參加活動社友平安完成環島計

劃。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2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rt,Boss,Brain,Genial,Golf,Jet, 

Max,Money,Nick,Ortho,Trust 

三、捐款報告 
 

  303,750 

Base  4,250 

  4,250 

  NT$308,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Archi 10/4  1,000 
Charles 10/4  1,000 
Victor 10/11  1,000 
Boss 10/11  1,000 
Franklin 10/16  1,000 
Gyne 10/1  1,000 
Jamie 10/9  1,000 
Sticker 10/11  1,000 

Park 
1.10/15   

2.10/13  
1,000 

Mark 10/15  1,000 
Wine 10/7  1,000 
Oral 10/10  1,000 
Jet 10/15  1,000 

  NT$14,000 

 
 
 
 
 
 
 
 
 
 
 
 
 
 
 
 
 
 
 
 
 
 

 

時間：10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9：45 

地點：瑞濱國小-2 樓校⾧室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 34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P.P.Terry 社區主委、 

P.P.Lawyer、Charles 副社⾧、 

Service 祕書、Family 

第 2746 例會 

                       108 年 10 月 23 日 

●台北西區扶輪社暨輔導子社 13 社聯合例會 

第 2745 例會 

                       108 年 10 月 17 日 

●主講人：杏群牙醫診所 陳嘉彬 負責人 

●講題：先父和大陸英漢辭典以及文化界少為

人知的二三事 
●節目介紹人：林福安 社友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第 2747 例會 

                       108 年 10 月 31 日 

●主講人：亞東紀念醫院癌症防治中心主任  

林世強 醫師 

●講題：大腸癌: 真的無聲無息嗎?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