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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1 月 23 日  第 1495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容正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汪

俊男先生(板橋社 Jamie)、板橋扶輪社前社長

林當隆先生 P.P.Book、副社長陳福源先生

Gas、祕書陳主義先生 Truck、社友高建順先

生 Green、江能裕先生 Family、賴宏榮先生

Stock、邱馳翔先生 Genial、陳錫文先生

Care、饒吳冠先生 Tiger、板橋西區扶輪社社

長謝安先生 Tim、社長當選人劉炳杉先生

Bishop、前社長劉炳煌先生 P.P.Ping、社友

林志銘先生 Firework、郭聰興先生 Jonson、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

前團長 孫孝澤先生、團員張以柔小姐、謝準

提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您

好嗎」、自選曲「情義」、「堅持」。 

祝福 P.P.Shige 夫人、P.P.Land 夫人、Frank

夫人、Navigare 夫人，生日快樂! 

祝 福 P.D.G.Trading 、 P.P.George 、

P.P.King，結婚週年快樂! 

 社長 Roberta 自掏腰包頒發獎金每位一萬

元，給社友 Archi、Junior、Kenny，恭喜他

們參加第三分區卓越盃桌球比賽得到扶輪組

第三名。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謝安 Tim 致詞並與社長

Roberta 交換小社旗。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代

表團員祝福各位 Uncle 新年快樂、大吉大利。 

 

 

 

 

 

 

 

 

 

 

 秘書 P.P.Land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一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IPP OTOKO 謹訂於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中午十一時二十分假龍鳳城海鮮餐廳，

接任新北市樹林區台南同鄉會理事長，

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蒞臨指導。 

(3) 一月份高爾夫球聯誼賽，謹訂於一月二

十八日(星期四)中午十一時十分假長庚

高爾夫球場舉行。 

(4) 一月三十日(星期六)例會，配合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四十週年慶典，敬請全體

社友穿著西裝，中午十二時到新北市政

府三樓報到、享用便當。 

(5) 擔任交通組之社友，敬請提早於十一時

抵達現場。 

(6) 二月份例會適逢春節假期，故至二月二

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

擔仔麵餐廳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

會，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準時撥冗出

席。 

(7)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台北高爾夫

球場舉行，欲參加之社友寶眷，請盡速

報名參加。 

 社友 Archi 介紹主講者： 

   姓名：汪俊男先生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博士候選人 

   曾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研究員、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工程師、教育 

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機要 

   現任：容正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國立 

交通大學土木系專家級助理教授、新 

北市建築師公會財務理事、新北市都 

更學會執行長 



都市 

  

 

 

 

 

 

 

 

 

容正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汪俊男先生 

都市興衰決定要素 

1.具備宗教場域： 

2.提供庇護及施展權利： 

3.刺激經濟與貿易活動：-區域經濟-工業都市-

全球化 

近代工業都市成長與發展 

1.工業革命：由工廠系統代替舊有的家庭工業以

來，造成人口集中工業中心趨勢。 

2.農業機械化：鄉村剩餘人口，離開土地湧向都

市。 

3.商業繁榮：商業發展促進工業活動，工業生產

刺激商業繁榮。 

4.交通發達：使地於性貿易區，與都市中心發生

密切關係的聯繫。 

工業革命後都市 

人口密集、公共衛生、交通通勤 

近代都市- 城市美化運動 

-興建宏偉紀念碑式建築，強調秩序，莊嚴，和

諧 

-部分採用古典主義觀念，混合美術學院派元素 

-大型廣場、街道、公共建築...等元素設計  

生態城市,永續城市  

2020 年，達到對氣候零影響 

2030 年，達到區域性 100%再生能源使用 

1.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2.使用當地再生能源 

3.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4.改變交通模式 

5.包容氣候變遷的彈性 

永續發展策略  

1.永續回收系統 

2.再生能源 

3.藍綠帶生態 

4.民眾參與 

5.綠色交通 

都市成長的理論-世界都市理論  

-全球都市網絡 

-多樣化都市形態 

-都市競爭 

-都市特色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汪建築

師小社旗感謝精湛演說。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歡迎板橋西區扶輪社蒞臨訪問剪影 

日期：1月 23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謝安 Tim 與社長 Roberta 交換小社旗並致贈社長 Roberta 紀念品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張正鳴、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 

陳萬祥、劉炳華、陳偉信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二月份行事曆 

        02/06 第 1497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02/13 第 1498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02/20 第 1499 次例會，延至二月二十 

一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 

邊會假土城擔仔麵餐廳舉行。 

        02/27 第 1500 次例會，適逢二二八假 

期，休會乙次。 

三月份行事曆 

        03/05 第 1501 次例會，「活用繩結，救 

命繩結應用」水安搜救執行長 張洸輝 

先生。 

        03/12 第 1502 次例會，舉行春季旅遊- 

墾丁凱撒飯店二日遊 

        03/19 第 1503 次例會，「從來電辨識走 

向行動網路社群」走著瞧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劉書華先生。 

        03/26 第 1504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六屆地 

區年謹訂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二十四日(星期日)假新莊頤品飯店舉 

行。請討論。 

說  明：全體社友基本費 600 元，報名費每位 

2400 元。 

決  議：請社友自由報名。 

第四案：春季旅遊-墾丁凱撒飯店二日遊，謹訂 

於三月十二日(星期六)-三月十三日 

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本社「授證二十八週年紀念典禮暨女 

賓夕」晚會節目。請討論。 

決  議：取消大合唱、安排鋸琴演奏、扶青團 

舞蹈…等。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23 日  第 149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Frank、Obama、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Navigare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30 日  第 149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Dental、Frank、Herbert、

Jason、Kevin、Obama、Toms 

2015-2016 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比賽日期：3月 28 日（星期一）9:30 報到、10:30 開球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坑子村赤塗崎 34-1 號 TEL：03-324-4856） 

報 名 費：每位新台幣 500 元整，報名同時繳交，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參 加 獎: 帽子、球、餐卷(礦泉水每人 2瓶放於球車上）。 

擊球費用：果嶺費、桿弟費及球車合計 2,449 元，賣店費用請自理。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五～二○一六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秋料理(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51 號 2 樓)   

三、出席:  

所屬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王經祿  陳主義 

板橋北區社  郭世忠  王英烱 

板橋東區社  陳萬祥  謝堂誠 

板橋南區社  劉鎮洲  吳俊德 

板橋西區社  謝  安  吳瑞興 

板橋中區社  王玉芬  徐若綺  

板橋群英社  蔡志誠  廖冠華 

新北光暉社  吳品德  官永茂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炳華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林功瑞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蔡富得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當選人:賴建男 

所屬社  社長當選人   秘書當選人  

板橋社 黃永昌   賴宏榮 

板橋北區社 何易蒼 鄭明煌 

板橋東區社 劉炳宏 張正鳴 

板橋南區社 林   拴 鄭明銓 

板橋西區社 劉炳杉 江文毓 

板橋中區社 吳寶珠 陳秋霞 

板橋群英社 廖冠華 陳毅華 

新北光暉社 官永茂 石軒光 

五、主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郭世忠 P.Implant、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芬 P.Aki  

    記錄: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王英烱 S.Michael、板橋中區扶輪社秘書徐若綺 S.Vicky  

六、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郭世忠 P.Implant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郭世忠 P.Implant 致詞: 略 

<二>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王玉芬 P.Aki 致詞:略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炳華 A.G.Stock 致詞:藉此機會，我代表總監向 15-16 年度社長、

秘書作一個簡單的報告。第一件事是我們要舉辦成為獻給世界禮物的歌唱大賽，原本這項活

動沒有在年度計劃內，但我們希望各社能夠踴躍的報名參加，第二分區的預賽是在 2/24(星

期三)，有關歌唱比賽的細節，會請 D.V.S 和大家詳細說明。第二件事也不在年度計劃內，但

在上一次的地區助理總監和 D.V.S 的會議上有作成決議，希望各社能夠參與原住民文康站的

補助計畫，簡單說這計畫是全國性的，我們希望在全國的原住民部落設立 110 個文康站，希

望透過文康站的設置，裡面有一些簡單軟硬體設施，來幫助原住民部落年長者，幫他們做義

診、健康檢查和文康活動。3490 地區預計贊助 19 個文康站，總預算大約 110 萬，其中地區

辦公室有一個配合補助款美金 1萬元，大約是 30 萬台幣，另外 80 幾萬台幣，就希望目前 3490

地區 78 個扶輪社，每個扶輪社編列預算一萬元來贊助，贊助一萬元成為計劃參與者，贊助三

萬元成為計畫共同主辦社。由於這項計畫不在年度計劃內，基本上這項贊助計畫也考驗著社

長，明年度可能會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因此也提醒未來社長們，預算規劃及預備金的重要性，



希望在年度開始時能夠充份了解年度預算的規劃安排。最後一點，上週 3490 地區舉辦桌球比

賽，我們拜託板橋社秘書 Truck 來邀請並臨時成軍第二分區桌球隊，比賽成績很好得到季軍，

請大家給予掌聲。我也建議明年 3490 地區第二分是否能夠辦桌球比賽，以上簡單報告，如果

有討論議題，我很願意提供拙見，懇請指教謝謝大家。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林功瑞 D.V.S Success 致詞:AG Stock 領導實在很認真，本來很多事情應

該是要由我來分擔，因此 16-17 年度板橋南區扶輪社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Screen 一定會和 AG 

Stock 來學習，Otoko 可以比較輕鬆也沒關係。扶輪社最重要的就是聯誼，這次我們 15-16

團隊決議提早邀請下一屆團隊，16-17 年度的扶輪領導人來參加我們第三次社秘會，希望營

造好的氣氛，並將經驗傳承和能延續服務。有關於歌唱比賽，我們二、四、七分區分為一組，

由板橋南區和板橋東區社做主要窗口，請執行秘書多多宣傳請大家盡量報名，每一社也要贊

助 5000 元。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意，第三次社秘會圓滿成功。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星

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吉立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3490 地區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總監之夜節目表演，請討論。 

說  明：D.G.Polish 希望每分區推出一個大型活動，D.G.Polish 將贊助每分區 8000 元整。 

決  議：由社長、秘書共同擊鼓演出。服裝由 A.G.Stock 發想設計，鼓由 D.V.S.Scuess 發想 

        裝飾。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二分區授證交接各社派員互訪，是否擬由十位減半為五位參加，請討論。 

（提案人：板橋西區扶輪社 P. Tim） 

決  議：2015-2016 團隊授證交接互訪維持互派十位社友參加。2016-2017 團隊在討論是否延 

        用慣例。 

第二案:2016-2017 年度板橋扶輪社適逢五十週年，擬籌辦大型音樂會暨板橋扶輪家族聯合捐贈儀

式，請討論。（提案人：板橋扶輪社 P.E.Bank） 

說  明:板橋扶輪社擬徵求八個子社、九個孫社、扶青團及未來即將成立的扶少團，共同舉辦大型 

聯合捐贈儀式，時間訂於 12/18(星期日)中午舉辦大型音樂會之前。徵求各社提出已經執 

行且值得贊助的弱勢團體名單。 

決  議：徵求 2016-2017 團隊各社能取得共識，扶助板橋社舉辦大型音樂會暨板橋扶輪家族聯合捐

贈儀式執行圓滿成功。活動內容與細節待板橋社規劃後公佈。 

第三案: 2016-2017 年度是否執行世界清潔日活動，請討論。（提案人：板橋中區扶輪社 P.Aki） 

說  明：2015-2016 年度暫停舉辦，2016-2017 舉辦與否，委由下屆各社社長、秘書提供建言。決  

議：徵求 2016-2017 年度團隊各社討論並決議是否繼續執行世界清潔日活動。板橋中區扶 

        輪社輔導之華僑高中扶少團有淨灘活動，提供給下屆團隊參考，是否共同服務。 

十一、報告事項： 

<一>板橋扶輪社秘書陳主義 S.Truck：第二分區將組成桌球隊，歡迎各社社友、寶眷、直系親 

    屬報名。報名窗口為板橋扶輪社秘書陳主義及板橋社執行秘書蕭小姐。 

<二>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郭世忠 P.Implant:板橋北區扶輪社輔導之板橋高中扶少團成立大會，將

在 3/2(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十分於板橋高中行政大樓 3樓舉行，敬邀各位扶輪先進蒞臨指導，

增添光彩。板橋中區扶輪社輔導之華僑高中根與芽扶少團成立大會，將在 3/16(星期三)上午

十時於華僑高中圖書館 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敬邀各位扶輪先進蒞臨指導，增添光彩。 

<三>板橋扶輪社社長王經祿 P.Terry:板橋扶輪社主辦多年的社區服務-贊助殘障人士橫渡日月潭

活動，敬請下屆各社考慮編列預算做聯合社區服務。  

十二、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中區扶輪社社長 P.Aki 宣佈散會。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飯店二日遊 

3/12(星期六) 

06:10 板橋高鐵站集合-搭乘 0101 車次前往高雄 

06:45 出發~08:12 抵達左營 

08:20-09:30 乘車時間(南部國道風光)~ 

09:30-12:00 

【佛陀紀念館】新座落於佛光山旁的佛陀紀念館，是一座佛教的歷史性建築，

其內的佛光大佛為世界最高坐佛，坐佛像高五十公尺，初看驚豔世人，後因

其高山霧氣繚繞於大佛旁，恍若一尊飄在雲端的真佛，此美景此壯觀實為一

大佛教聖地！另外，成佛大道上有八塔、天宮為中國式寶塔；本館上方為印

度大塔，其建築特色融合了中、印的風格，實為台灣第一，媲美中國萬里長

城！ 

12:00-13:00 裡敬大廳二樓禪悅齋享用美味素食午餐 

14:00-15:30 

恆春古城巡禮恆春很難得的保留了很完整的四個城門，聽說是全台灣省保存

最完整的，因為已經是清光緒年間建的，還被列為二級古蹟。有時間的話可

以試著找一找，城牆多半毀壞了，不過四個城門都在，尤其是從恆春鎮內往

墾丁都會經過的「南門」、以及往出火、滿洲必經之地「東門」，都蠻有模有

樣的，「東門」還可以上去哦！ 

16:15 【墾丁凱薩飯店 CHECK IN】 

17:15-18:15 
【關山夕照】關山位於屏東縣恆春半島西南方，以前叫『高山巖』，海拔甚高，

視野良好，由上往下俯瞰景色甚美，整條紅紫坑海岸線盡收眼底。 

19:00-20:30 享用美味晚餐(自助式晚餐) 

20:30-22:00 墾丁大街自由行~~ 

3/13(星期日) 

07:00-08:00 晨喚~享用美味早餐~ 

08:30-10:20 

【A:社頂自然公園】位於墾丁公園東南側，面積達 180 多公頃，與墾丁森林

遊樂區並列為墾丁國家公園兩大森林區，僅以簡易步道，配上小面積的賞景

解說設施，並保留著原始的自然風。社頂自然公園內以珊瑚礁林形成的地形

為主。其間遍佈草生地及動植物，並有望海亭、一線天等據點。 

【B:享用飯店設施】 

11:00-12:00 【海洋生態之旅-觀光半潛艇】 

12:00-12:30 【後壁湖觀光魚會】 

12:30-13:30 美味午餐 

14:00-14:40 

【車城福安宮】車城福安宮位於台灣最南端屏東縣車城鄉，號稱全台灣以及

東南亞最大的土地公廟。車城福安宮據說有顯赫的神威，庇祐鄉里達 300 年，

是恆春當地的信仰中心，正殿安立的土地公像全身掛滿金牌，據說是在清朝

曾受乾隆皇帝褒封並賜王冠、龍袍一襲，顯得神威十足是全省最為威風的的

土地公。 

15:30-17:30 

【大鵬灣-仁鵬潟湖親水公園】大鵬灣位於台灣西南沿岸，是台灣最大的內

灣，在屏東縣東港鎮與林邊鄉交界處，緊臨台 17 號公路，是一個內海潟湖，

以獨特天然瀉湖景觀為特色；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範圍包括『大鵬灣風景特定

區』及『琉球風景特定區』，總面積達 2764 公頃，向西北跨東港溪為新園鄉，

東北鄰接崁頂鄉，東連南州鄉，南與林邊鄉為界，西南則隔台灣海峽與琉球

鄉相望。 

17:30-19:30 前往高鐵左營站 準備搭乘 19:54  1182 班次回板橋 

21:22 抵達板橋,結束墾丁二日之旅~ 

*敬請穿著輕便服裝、運動鞋，自備雨具、防曬用品、個人藥品。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日 

第 1499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土城擔仔麵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爐主：程文金、吳晉福、張富逸、郭昭揚 

鄭德文、翁仁禮、黃明志、賴建男 

李榮鏗、陳偉信、蕭慶安、黃文龍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七日 

第 1500 次例會 

 適逢二二八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三月五日 

第 15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Jason 

 主  講  者：水安搜救執行長 張洸輝先生 

 講      題：活用繩結.救命繩結應用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黃文平社友(59.03.01)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前社長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1月23日   第149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75,700

Aero 4,000 Life 2,000

AL 2,000 Lobo 1,000

Archi 5,000 Masa 3,000

Cathay 2,000 Master 10,000

Coach 1,000 Otoko 2,000

Dental 3,000 Polo 3,000

ENT 1,000 Roberta 12,000

Eric 3,000 Shige 2,000

Fuku 3,000 Sky 1,000

Herbert 4,000 Smile 2,000

Hero 3,000 Stock 4,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ea 1,000

Jason 1,000 Toms 3,000

Junior  5,000 Toms 3,000

Just 500 Trading 5,000

Kenny 5,000 Wood 1,000

Kevin 2,000 板橋西區社 3,000

Land 2,000 汪俊男 3,000

小計：     $111,500 總計：     $887,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53,600

Aero 5,200 Land 5,200

Alumi 5,200 Lobo 5,200

Archi 5,200 Masa 7,700

Cathay 10,400 Obama 5,200

Dental 5,200 Roberta 17,000

ENT 5,200 Shige 5,200

Fuku 5,200 Sky 5,200

Frank 5,200 Smile 5,200

Hero 11,500 Stock 10,200

James 5,200 Tea 5,200

Jason 7,700 Trading 5,200

Master 15,400 Tiger 7,700

Junior 5,200 Tom 10,400

Justice 5,200 Toms 7,700

Kenny 5,200 Wood  5,200

小計：     $209,700 總計：     $76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