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03 日  第 1601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出國，委由副社長洪

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也恭喜前社長

王世原 P.P.King 升格做阿公了。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彬彬教育機構吳明聰先生、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愛你一萬年」、「雙人枕頭」。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代理秘書吳晉福 Dental 報告： 

(1) 感謝新北市議員林金結(土城東區社社 

長 Stainless)致贈全體社友花生糖。 

(2) 要贊助春節晚會摸彩品之 PP 或社友，敬

請於 2月 10 日例會前告知摸彩品內容、

數量。謝謝! 

(3) 2 月 10 日第 1602 次例會，為農曆年前

最後一次例會，社內有請外燴公司煮麻

油雞，敬請社友務必撥冗來例會。  

(4) 春季旅遊-苗栗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18

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 

躍報名參加。 

 前社長王世原 P.P.King 介紹主講者： 

姓名：詹智超先生 

出生：67 年 09 月 01 日 

學歷：Inter-Dec College 

曾任：穎豐珠寶業務及行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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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達电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現任：台灣內湖特斯拉總公司車主顧問 

      板橋群英扶輪社社友 

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台灣內湖特斯拉總公司車主顧問 詹智超先生 

特斯拉(Tesla) 

之所以會叫特斯拉這個名字，其實是為了紀

念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他是一名塞

爾維亞發明家和工程師，也是設計現代交流電的

人。 

特斯拉作為一台性能優異而且售價高昂的

純電驅動汽車，很難單純用一個性能車或者豪華

行政轎車的規則去評價它，也沒有可以與它類似

的競品去比較。可以這麼來換一個角度去想，一

旦選擇了它，其實也就顛覆了對傳統汽油汽車的

認識以及用車範疇。 

使用上的細節其實是優缺點參半，首先就是

超級充電樁的充電效率，如果對自己的日常有一

定的計劃，其實這個純電動車有可能大部分汽油

車還省心。畢竟特斯拉並不需要像汽油車那種有

各種油液需要添加，也沒有各種需要保養的計

劃。 

電動汽車優點和缺點 

優點： 

-行駛時不會直接產生有害物質，碳排放為零。 

-噪音比傳統汽車小得多。 

-很多國家為電動汽車提供各種優惠政策。 

缺點： 

-車價格相對較高。 

-續航里程短。 

-充電時間長，充電樁不普及，遠不如加油站。 

特斯拉電動車無論性能、外型設計(讓乘客

輕鬆上車的鷹翼式車門)均是業界翹楚。對於一

台強調科技感的純電性能車，它已經給傳統汽車

工業帶來足夠的衝擊。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 Jonason 小社旗、紀念品，感謝其精

湛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新泰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莊典華 5F 紫艷喜事廳 

【五工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3月 5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香蘊廳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7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0: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六樓盛典廳 

 



 

春季旅遊-苗栗飛牛牧場一日遊 

*時間：3月 18 日(星期日) 

*行程： 

07:1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水果、礦泉水 

(甲車-四川路社館、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7:15 出發 

09:00-11:30 飛牛牧場+搖滾冰淇淋Diy 

12:00-12:40 三義木雕老街 

13:00-14:00 午餐-丹楓飯館 

14:20-15:20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 

16:00-17:00 通霄鹽場(泡腳樂，記得帶毛巾) 

18:30-19:30 晚餐-大溪保健廚房 

21:00 可愛的家 

 

來函照登-2020-2021 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陳向緯 Brain 

主 旨：公告 2020-2021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選案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4 章第 14.020.條規定辦理。 

二、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假地區辦公室召開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 

資格審查結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投票通過三重東區扶輪社前社長陳 

向緯為 2020-2021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本地區 2017 年 12 月 12 日國扶辦字 201718091 號函送地區總監提名人遴選結果，並公告 

各社若有意挑戰之候選人請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前提交相關資料至地區辦公室。原本於 

截止日前所收到之挑戰信函已於 2018 年 1 月 9日自行來函撤銷，因此公告前社長陳向緯 

當選為 2020-2021 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8-2019 年度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2月 24 日(星期六) 

09:20 報到、聯誼；09:50 鳴鐘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 

社長 林振哲P.E.Sky 

秘書 吳得利S.E.Polo 

扶輪基金主委 羅國龍P.P.Lobo 

 



本週節目 

二月十日 

第 160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謝堂誠 P.P.Land 

主  講  者：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團長 許亞芬女士 

講      題：我的戲曲人生 

 

下週節目 

二月十七日 

第 1603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二十四日 

第 1604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爐主：林忠慶、程文金、葉進一、李水日 

張正鳴、周正義、謝堂誠、邱明政 

賴建男、林振哲、黃俊哲、薛松茂 

 

扶青團 承上期：    $42,000

Benson 2,000  

小計：      $2,000 總計：     $44,0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2 月 03 日  第 160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Frank、Jason、Leo、

Obama、Otoko、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Mast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2 月 03 日  第 160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56,900

Cathay 1,000 King 2,000

Coach 1,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Polo 1,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 Sky 1,000

Fuku 1,000 Smile 1,000

George 100 Stock 2,000

Hero 1,000 Taylor 1,000

James 2,000 Tom 1,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Kenny 500 詹智超 3,000

小計：     $27,600 總計：     $984,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08,600

George 7,700 Smile 7,700

Jason 7,700 Taylor 5,200

Junior 7,700  

小計：      $36,000 總計：     $744,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