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板橋社、板橋北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北光暉社 
  

全球獎助金- 

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行動圖書車 
*時間：1月 23 日(星期三) 

*地點：福山 Lokah 小屋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 41 號)  

*程序：11:00 貴賓報到「福山 Lokah 小屋」 

11:30 行動圖書車捐贈儀式開場儀式 

11:40 貴賓致詞、受贈儀式 

12:00 休憩，福山泰雅風味餐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頒獎典禮 
*時間：1月 26 日(星期六)13:00-17:00 

*地點：稻江管理學院(嘉義縣學府路二段 51 號) 

 *參加：郭道明 P.D.G.Trading 

黃文龍 D.G.N.D.Wood 

 

~賀~ 
本社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18-2019 年度【1700 萬】功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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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1 月 05 日  第 1649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社長

郭昭揚 P.P.James 代理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徐明偉 Benson： 

歡迎主講者台灣電力公司除役及選址溝通

中心督導陳東凱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

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Benson、Will、Aero、Life 夫人、

P.Sky 夫人、P.P.Fuku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Dental、Bright，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我只

在乎您」、「More Than I Can Say」。 

 代理出席陳世君 Jey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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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份社費已放置名牌架上，敬請大

家攜回並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3). 社區服務-浮洲歲末聯歡園遊會，謹訂

於一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活動開

始、下午三時三十分集合拍照、下午五

時活動結束假板橋浮洲橋下(新北市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底穿越橫移門)舉

行。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秘書

聯誼會，謹訂於一月十一日(星期五)

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板橋北區社社館

(都匯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 號 14 樓會議室)舉行。 

(5). 下週六例會為，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

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一月十二日(星

期六)上午十一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

樓舉行。 

(6). 社長 Sky 公司春節聯歡晚會，謹訂於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假板

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7). 寒冬送年菜予板橋後埔地區弱勢家庭

活動，一份年菜1500元，敬請各位社友

踴躍響應認捐。 

(8). 感謝社友Benson提供社內一瓶Royal 

Salute，讓社友在農曆年前最後一次

例會時享用。 

(9).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二月

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銀鳳樓餐廳舉行，請柬已放置社友

桌上請大家攜回。 

*此次例會將安排摸彩活動，敬請各位

PP、社友踴躍提供摸彩品。 

 社友周正義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東凱先生 

學歷：勤益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計算機工 

程組、龍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管理系 

曾任：台北捷運技術員、東捷資訊專案經理 

視達科技專案經理 

現任：台灣電力公司除役及選址溝通中心督 

導 

台灣電力現況與核能發電 

 

 

 

 

 
 
 
 

 
 
 
 

台灣電力公司除役及選址溝通中心 

督導 陳東凱先生 

【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是用石油、煤、天然氣等，燃料燃燒

時的熱能透過發電機轉換成電能的發電方式。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是利用中子來撞擊鈾的原子核，以控

制棒調節鈾燃料的分裂，當鈾原子核分裂時會

放出大量的能量，這些能量使發電機運轉。 

【再生能源發電】 

再生能源發電是利用一般大自然的能源 ，如

水、風、太陽等等來發電，以減少對地球的傷

害。 

107 年 11 月份裝置量占比 

-核能 11.4% 

-燃氣 35.5% 

-燃油 5.7% 



-燃煤 29.1% 

-其他 18.4% 

-再生能源 12.6% (水力 4.6%、風力及太陽能

6.6%) 

台灣電力未來發展 

2016 年2025 年 

-核一二三廠不延役，核四停建。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 

-節約能源。 

如果核能電廠會像原子彈爆炸，現今的物理定

律必須重寫。輻射很恐怖？但輻射其實一直都

在，萬物皆有輻射。 

核能是個非常專業的技術，核廢料的儲存也是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火力發電所排出的二氧

化碳，使得全球溫室效應提高，而燃燒的燃料

有限，終有用完的時候，不管是核能還是火力

都各有利弊。台灣的降雨季節變化大、風向時

而不定不易集中、太陽能板在台灣的面積小、

發電量也較小，這些自然因素使得台灣不易發

展再生能源發電。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車馬費、小社旗予陳督導感謝其精

彩分享。 

 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閉會。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月 5日(星期六)14: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郭昭揚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游伯湖、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周正義、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黃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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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第 1653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02/09第 1654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02/16 第 1655 次例會，延至二月十七 

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 

會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02/23 第 1656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三月份行事曆】 

        03/02 第 1657 次例會，適逢 228假期， 

休會乙次。 

        03/09 第 1658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3/16 第 1659 次例會，延至三月十七 

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台中花博 

一日遊。 

        03/23 第 1660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3/30 第 166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九屆地

區年謹訂於四月二十日(星期六)~二

十一日(星期日)假花蓮舉行。請討論。 

決  議：(1)社內支付全體社友基本費 600 元， 

贊助社友伉儷每位報名費 2,400 元。 

已報名者若臨時不克出席者，則需歡 

喜報名費回社內紅箱。 

        (2)社內贊助參加之社友伉儷火車來回 

票，並補助一半住宿費。 

第四案：四月十二日(星期五)-四月十六日(星

期二)，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授證 50 週年慶典行程、補助費用。請

討論。 

決  議：(1)若按原行程走，則委由社友歐巴馬

旅行社辦理，並請歐巴馬夫人親自帶

隊。 

(2)補助以社友伉儷為主，為團費一成，

上限最高每位五千元。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剪影 

*時間：12 月 9 日(星期日)10:15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一年一度與弱勢家庭同歡分享愛心的時刻又到來了。此次，由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 

沈彥廷與團員們共同策劃，準備對抗空污必備品「口罩」參與義賣，以歡喜的價格讓受扶助家庭

採買。此次活動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7650 元，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動，

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並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新北市家扶中心也借此機會感謝 P.P.Masa、P.P.Geroge、P.P.Fuku、P.P.Wood、P.P.Stock、

Kay 贊助美金一萬元，指定捐款配合全球獎助金(GG1980586)捐贈行動書香車的計劃，讓偏鄉孩

童學習不受限。 

 

 

 

 

 

 

 

 

社長 Sky、社區主委 Roberta 帶領社友、寶眷一同發揮愛心參與園遊會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43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4 日(星期一)14:00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當我們願意愛心攜手、善行結合，一起來幫助圓夢，那夢想就不會遙不可及，夢想就可以實 

現」的善念，以「一萬個圓夢計劃」為大願，我們從 2006 年開始集結了各地的善心人士，幫助

了數萬個夢想實現。在這樣的善念支持下，最早由前社長劉炳華先生與夫人陳雪鳳女士開始，

與圓夢計畫執行長熊觀明先生與王溫蒂小姐合作這件善舉，接著每年我們就都像聖誕老公公一

樣散播關心散播愛到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至今已邁入第 12 年了。 

每年聖誕節我們都會捐 400-500 份 500 元禮物，給桃園特教學校學生最多時還達到將近 600 份

禮物。今年堂堂邁入第 12 個年頭，希望我們能幫助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弱勢兒童與家庭圓夢，進

一步給予心靈上的關懷，讓弱勢者獲得社會愛心安慰，勇敢走出困境，更積極地面對人生，快

樂生活。 

 

 

 

 

 

 

 

 

一年一度的幸福約定，讓我們深感施比受更有福 



 國際服務-與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締結 20 週年晚會暨 

兩社續盟儀式暨捐贈馬來西亞弱勢團體生命能量水生成器 5台 
*時間：12 月 19 日(星期三)-12 月 23(星期日) 

1998.12.20 本社與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在台灣締結為姊妹社，我們很榮幸在締結 20 週年的 

這一天在 P.D.G.Ken 家舉行這個值得慶賀的日子。 

今年，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與本社一同參與全球獎助金計劃-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行動圖書 

車，這項 US$56,259.84 的計劃案，讓台灣偏鄉地區孩童學習管道不在受限於地緣關係而知識教 

育匱乏。 

也很感謝本社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板橋東區扶輪社名義，捐 

贈五台「Top Sring 生命能量水生成器」予馬來西亞 1間原住民之家、2間兒童之家、2所學校 

，讓幼童、長者能喝好水、也喝出安心與健康。 

 

 

 

 

 

 

 

 

  社長 Sky 與馬來西亞社長王嘉麗女士交換續盟書 

 

 

 

 

 

 

                                                馬來西亞當地報紙(星洲日報)報導 

捐贈馬來西亞當地弱勢團體生命能量水生成器五台

 

2018-2019 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一、比賽日期：新北、基隆、宜蘭地區：2019 年 3 月 26 日（二） 

二、開球時間：新北、基隆、宜蘭地區：1.參加套裝行程者--06:30 報到 07:00 開球 

                                    2.自行前往者--10:30 報到 11:00 開球 

三、比賽地點：花蓮高爾夫球場(花蓮市化道路 120 號 TEL：03-822-7528）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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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參 加 獎：帽子、球、餐盒(礦泉水每人 2瓶放於球車上）。 

六、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25 日(一)截止。報名限額共 300 名。 

七、擊球費用：果嶺費、桿弟費及球車合計 1850 元，賣店費用請自理。 

八、晚宴地點：晶釆聯營會館(地址：花蓮市花崗街 56 號)   



本週節目 

一月十二日 

第 1650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月 12 日(星期六) 

11:00 報到、11:30 鳴鐘開會 

13:05 鳴鐘閉會、13:10 用餐 

地  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主講者：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 張錦貴教授 

講  題：如何經營一個家 

 

下週節目 

一月十九日 

第 165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宏道法律事務所 

所長 鄭凱鴻先生 

(新北市新世代社 A.G.Lawyer) 

講      題：為什麼律師要替壞人辯護?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05 日  第 164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Coach、Frank、Kay、Kenny、 

Obama、Otoko、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 

 

 

 

敬祝 生日快樂! 

林順正社友(43.01.15) 

吳得利秘書(51.01.18) 

劉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黃俊哲社友夫人(81.01.12)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24.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前社長(90.01.17)18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1 月 05 日  第 164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83,600

Alan 2,000 Leo 1,000

Benson 2,000 Life 2,000

David 3,000 Lobo 1,000

Dental 3,000 Mars 2,000

Eric 5,000 Polo 2,000

First 1,000 Sky 5,000

George 2,000 Smile 1,000

Hero 1,000 Sun-Rise 1,000

Jack 1,000 Taylor 2,000

James 5,500 Tea 6,000

Jason 2,000 Trading 2,000

Jey 1,000 陳東凱 3,000

Junior 1,000  

小計：      $57,500 總計：      $841,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5,400

ENT 5,200 Jason 11,500

First 5,200 Life 5,200

Frank 5,200 Lobo 7,700

James 10,200 Tea 5,200

小計：      $55,400 總計：      $68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