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7 日   第 1407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Duval： 

歡迎主講者學學文創企業課程講師馬繼康先

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孫孝儒先

生、黃嘉瑩小姐、鄭積浩先生、謝準提先生、

洪緯玲小姐、黃冠穎先生、領唱老師李潔亭小

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First 生日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五月份臨時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授證將至需要支付的款項多，敬請尚未繳

納社費、爐邊會、春季旅遊款項之社友，

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以利社務

推展。 

(3) 前社長鄭德文(PP Just)千金鄭茹云小姐

文定之喜，謹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日)中

午 12:00 假彩蝶宴(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

路五段 297 號)舉行。 

*備註：出席人數、禮金欲自行處理者請

告知余 s 

(4)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例會，敬邀社

友夫人蒞臨練習授證合唱歌曲，能出席之

社友夫人請告知余s以利安排中午用餐事

宜。 

(5) 社長當選人OTOKO要致贈全體社友伉儷之

POLO 衫，尚未套量尺寸者，請儘速套量。 

(6) 最近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出席

友社慶典。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孫孝儒先生報

告年度團務活動、財務收支、團務展望。 

 社友 Roberta 介紹主講者： 

姓名：馬繼康先生 

學歷：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畢業 

經歷：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講師、社 

區大學旅遊講師、各大電視旅遊專家特 

 第廿七卷 第三十七期 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2014/May/24 Vol.27 No.37



別來賓…等 

 現任：國際領隊、世界遺產深度領隊、學學文  

創企業課程講師、中華世界遺產協會人 

類文明課程講師…等。 

 著作：七百八十八分之一的感動－世界遺產紀 

行、玩味.台灣：吃在地 x遊風景 x訪回 

憶…等。 

我的鐵道物語 

  

 

 

 

 

 

 

 

 

學學文創企業課程講師 馬繼康先生 

我在旅途中對於火車的特殊情感，不管在台

灣、印度、泰國、日本等國家，當坐上火車，隨

著那特殊又固定的節奏搖晃，彷彿就是一場浪漫

的旅行，沿途的辛苦都隨著稍縱即逝的風景隨風

而去。 

旅行不應只是走馬看花，靜下心，慢走細賞，  

在地人文、歷史遺蹟、迷人風景……寶島台灣有

蘊含豐富而多元的文化內涵，包括有形、無形的

人文資產、歷史建築、自然景觀等等，不但是值

得保護、保存的台灣特色，更是台灣在推廣文化

觀光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其中，就以已有百

年歷史的鐵道文化更是應積極推廣、保存的部

分。 

  台灣鐵道從 1887 年劉銘傳興建台灣北部鐵

道開始，一直到 1908 年台灣縱貫線鐵路全面通

車至今，百年來鐵路一直是台灣運輸的主軸，雖

然從 1990 年代以來鐵道運輸沒落，但是百年來

台灣鐵道發展過程中，卻遺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

建築，包括包含台中、台南在內的五大經典火車

站建築，舊山線的勝興火車站、磚構隧道、魚藤

坪斷橋、大安溪鐵橋，集集支線、阿里山高山鐵

道、還有最令鐵道迷為之瘋狂的 CK101、CK124、

DT886 等蒸汽老火車，以及碩果僅存的彰化扇形

車站（Round House）等等，都是台灣鐵道文化

的精髓之處。 

  台灣鐵道文化，其可愛迷人之處，國人可以

挑選適合旅遊的區域與路線，搭著火車，造訪台

灣各地的小鎮、車站，感受屬於台灣最純樸的魅

力。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馬繼康先生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代理糾察 Master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五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2時 10 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記錄：劉炳宏 

四、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陳嘉偉、王世原、羅國龍、賴建男、 

陳萬祥、郭道明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友周肇原因事務繁忙申請退社。請討 

論。 

決  議：通過。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止。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 

光耀台灣扶輪慶祝大會 
 

時間：6月 15 日(星期日) 

程序：06:00 板橋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 

發車二部 

09:00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 5路 161 號) 

15:00 台中回程 

17:30 龍潭石門活魚晚宴 

19:30 返回板橋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郭道明、郭林美惠、黃伯堯、陳萬祥 

劉炳華、黃文龍、吳振斌、蕭慶安 

備註：敬請社友穿著西裝出席活動。 



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社來台行程表、名單 

 
時間 內容 接待人員 

5/31 

(星期六) 

14:40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2 班機抵達台灣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 

16:00 馥都飯店 Check In 

17:30 晚餐-「銀鳳樓餐廳」兩社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社長 Lobo 

秘書 Hero 

6/1 

(星期日) 

09:00 前往土城承天禪寺登山 

11:30 午餐-社長 Lobo 宴請大遠百 9樓非常泰餐廳 

16:00 前往吉立餐廳中和店 

17:30 參加本社授證 27 週年慶典 

22:00 返回馥都飯店 

社長 Lobo 

秘書 Hero 

社長當選人 Otoko 

國際主委 P.P.Stock

前社長 P.P.Wood 

6/2 

(星期一) 

09:00 飯店-珍重再見，前往台北   

6/3 

(星期二) 

自由安排，參與台北安東扶輪社交接典禮  

6/4 

(星期三) 

15:55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3 班機返回吉隆坡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訪名單 

前社長 Mike Yee 

國際主委 Philip Teoh Swee Lai 
 
 
 
友社授證慶典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6月 7日(星期六)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大漢溪扶輪社 11 週年】 

時間：6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富基海鮮餐廳 

【板橋扶輪社 47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天成大飯店 TICC 世貿會館 

【新莊南區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和平扶輪社 1週年】 

時間：6月 16 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三重珍豪餐廳 

【樹林芳園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海產大王餐廳 

 

【三峽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典華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 30 週年】 

時間：6月 20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影飯店 

【土城中央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晶宴會館 

【土城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五)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 18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六)17:30 

地點：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 33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四日 

第 1408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五月三十一日 

第 1409 次例會 

【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歡迎宴 

、續盟儀式、爐邊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六) 

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爐主：林忠慶、章明仁、洪敏捷、陳騰駿 

劉炳宏、郭昭揚、黃明志、呂仁團 

邱明政、吳得利、林順正、林同義 

郭道明。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5月17日   第140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Denatl、Frank、 

Herbert、Kevin、Picasso、Polo、Smile、 

Tom、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5月17日   第1407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223,950

Coach 1,000 Lawyer 2,000

Duval 500 Life 1,000

First 2,000 Lobo 2,000

Fuku 1,000 Master 1,000

Hero 500 Otoko 1,000

James 1,000 Roberta 1,000

Junior 1,000 Stock 1,000

Just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20,000 總計：   $1,243,9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136,700

Duval 5,200 Sun-Rise 5,200

Junior 7,700 Toms 5,200

小計：      $23,300 總計：   $1,160,0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84,500

Master 1,000 Roberta 1,000

小計：      $2,000 總計：     $86,500

 

恭喜  

前社長鄭德文(P.P. Just)千金鄭茹云小姐

與葉佳鑫先生，謹訂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彩蝶宴(台北

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297 號)舉行文定。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國 龍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