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中秋佳節愉快! 

(1) 賀~金榜題名 

1. 

考生姓名：張皓翔 

稱    謂：公子 

考取學校：秀峰高中 

社友姓名：張富逸 P.P.Eric 

2. 

考生姓名：周靖軒 

稱    謂：千金 

考取學校：國立中央大學資管系 

社友姓名：周正義 Justice 

3. 

考生姓名：黃禹程 

稱    謂：孫子 

考取學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社友姓名：黃明志 P.P.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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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9 月 01 日  第 1631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徐鳳

儀女士、準社友國泰人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

P.P.Long 公子黃正中先生、P.P.Long 媳婦陳

琪芳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Aero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選曲

「友情」。 

 出席主委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敬請全體社友留步參與前

社長 黃明志先生(P.P.Long)告別式籌備

會。 

*訃文已放置社友桌上，屆時敬請全體社

友伉儷務必撥冗出席。 

*奠儀統一由社內代墊。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九月份理事會，屆時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榮任台灣銀髮

族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謹訂於九月

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桃禧航空城

酒店舉行。 

(4) 下週六例會延至九月九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慶祝

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者

暨新社友 Jey 入社儀式。 

(5)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

展，謹訂於九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三

時假南港展覽館站集合。 

(6)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十

月十三日(星期六)例會舉行，敬請各位

社友踴躍推薦員工接受表揚。 

 前社長劉炳華 P.P.Sto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 徐鳳儀女士 

出生：65 年 8 月 4日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地政學系 

曾任：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科長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秘書室主任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科科長 

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地價課課長 

現任：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榮譽：內政部第 20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 

新北市土地開發現況與榮景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徐鳳儀女士 

新北市的城市發展已趨飽和，尤其都會區可

建築之大面積土地已不多見，為活化低度利用的

土地，並配合都市發展策略，新北市政府透過整

體開發(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手段，重新整理環

境不佳地籍紊亂的地區，使土地資源充分利用，

耕供給都市各種活動所需的用地與空間，同時提

供優質可建築土地，並完善周邊公共設施，以達

到城市永續發展的目的。 

板橋區是新北市縣治所在地區，九十年代因

城市快速發展，整體發展及人口已達一定程度，

又因新板橋車站特定區的全面開發，交通與行政

機能不斷強化，再加上台鐵、高鐵、捷運藍線、

東西向快速道路、特二號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

路的興建以及即將完工的捷運環狀線，使得板橋

成爲臺北都會區新的交通樞紐，新北市政府坐落

的新板特定區，不僅樹立新都心風格，更導引產

業升級、提升板橋居住品質，鞏固板橋作爲淡水

河西岸政經、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近年完工

的江翠北區自辦市地重劃區也成功將板橋發展推

動到大漢溪旁，建構新的河岸景觀新藍圖。未來



板橋尚有多處整體開發區(如埔墘 4-7 區、浮洲

地區等)待推動，相信將為板橋區的發展注入新

動力。 

新北市升格後結合三環三線政策與土地開發

策略，推出帶動整體經濟效益的「閃耀五星」土

地開發計畫，包含台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案、二

重疏洪道附近地區重劃案、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區

段徵收案、土城暫緩區重劃案及新店中央新村北

側區段徵收開發案，五案已全數開發完成，為地

方建設樹立發產新指標。未來將持續推動繁星計

畫，包含金山重劃案、林口工一重劃案、新泰塭

仔圳重劃案、埔墘 4-7 區段徵收案及新店十四張

區段徵收案，相信新北市的發展是值得期待的。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王主

任秘書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謝其精湛

演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例會後立即召開前社長黃明志老先生告別式

籌備會，會中模擬覆旗儀式、宣讀褒揚狀、

合唱板橋東區扶輪社社歌(慢版)…等事宜。 

九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9月 1日(星期六)15: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黃健豪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6 第 1636 次例會，「一些網路流傳

的健康資訊，是對的嗎？」台大急診醫

學部主治醫師兼安全衛生室主任 石富

元先生 

        10/13 第 1637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 

揚優良員工。 

        10/20 第 1638 次例會，延至十月二 

十三日(星期二)中午 11:30 假板橋銀 

鳳樓餐廳舉行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10/27 第 1639 次例會，秋季旅遊-羅 

東村却飯店二日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次爐邊會議舉行時間。請討論。 

決  議：於明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與慶祝春節 

晚會一同舉行。 

第四案：社館十樓到十一樓的階梯、會議室內 

舞台損壞修繕。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 Sky 處理。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01 日  第 163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Kenny、Obama、 

Otoko、Tetsu、Tiger、Will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a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9 月 01 日   第 163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07,400 
Al 1,000 Mars 1,000
David 2,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Master 2,000
Eric 2,000 Polo 1,000
George 1,000 Roberta 1,000
Hero 1,000 Sky 3,500
Jack 1,000 Smile 2,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ason 1,000 Taylor 1,000
Kay 1,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 Wood 2,000
Land 1,000  
小計：      $32,500 總計：     $339,9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43,400 
Eric 15,400 Master 7,700
小計：     $23,100 總計：     $266,500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 ： 陳世君 社 名 ： Jey 

出 生 ： 60 年 3 月 11 日 職業分類： 生命保險 

夫人姓名： 陳佳珮 

夫人生日： 74年7月1日 結婚日期： 104 年 6 月 21 日 

服務單位：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6 號 4 樓 A室 

公司電話： (02)2964-5093 公司傳真： (02)2964-3171 

行動電話： 0933-852-402 

住家電話： (02)2250-1281 夫人行動： 0955-139-556 

住家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三段 127 巷 14 號 4 樓 

E - M A I L：  

介 紹 人 ： 林振哲 P.Sky 

 

本週節目 

九月八日 

第 1632 次例會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林忠慶、 

徐明偉、劉孟賜、程文金、邱顯清、 

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郭昭揚、 

郭俊麟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57.09.1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金興社友(66.09.08)41 年 

劉炳華前社長(72.09.10)35 年 

下週節目 

九月十五日 

第 163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洪敏捷 P.P.ENT 

主  講  者：光拓彩通 

建築照明設計總監 孫啟能先生 

講      題：光與健康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

織暨製衣機械展 
時間：9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程序： 

15:00 捷運站「南港展覽館站」集合 

15:10 參觀社友蕭慶安(Tiger) 
伍舜正坤公司(攤位號碼 J118) 

17:10 捷運站「南京復興站」出口 6
或 7號，前往台北兄弟大飯店 

18:00 社友蕭慶安(Tiger)宴請晚餐，
台北兄弟大飯店 13 宴會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