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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瑞仁 前社長 (39.07.25)P.P.Bueno
劉紹榮 社長夫人 (07.30)Alex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邱冠舜 社友 (87.07.24)Kevin
蔡亦娟 女士 (結婚十六週年紀念日 )

板 橋 東 區 扶 輪 社 簡 介
成立臨時社：1987年 4月 2日
加盟 RI：1987年 5月 13日
授證日期：1987 年 6月 1日
輔導社：板橋社

褓姆：廖金順 Lion
輔導主委：劉祥呈 Syo-Tei
創社社長：黃聲鏞 Lion
現有創社社員：11 名
社員人數：51名
寶眷社友人數：49名
現任社長：賴建男 Otoko
現任秘書：章明仁 Duval
例會時間：每星期六中午 12:30～ 14:00
例會地點： 板橋區四川路 2段 16巷 8號

11樓
辦事處地點： 板橋區四川路 2段 16巷 

8 號 11樓
辦事處電話：(02)8966-2257
傳真電話：(02)8966-7079
網站：http://www.paneast.org.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paneast/

歡迎板橋東區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第一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 103 年 7月 27日 (星期日 ) 

下午 4:00 開會、5:30 用餐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出席人員： Alex 社長、P.P.Oral 、
P.P.Torque 、I.P.P.Lawyer、
Green 祕書、Family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 103 年 8月 2日 (星期六 ) 

下午 1:00 報到、1:30 開會
地點： 新北市政府 507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
出席人員： Alex 社長、P.P.Book、Green 

祕書、Park

社區服務 - 中華輔具協會清寒 
家庭輔具補助案專案活動

時間：103年 7月 27日 (星期日 )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社區服務 - 德霖技術學院產學 
合作競賽簽約捐贈儀式

時間：103年8月1日(星期五) 上午11:00
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社長 Alex 邀請您！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3年 8月 3日 (星期日 ) 

晚上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 上海銀鳳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3 樓 )

爐主社長Alex 竭誠邀請

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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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摘錄 
傳承說傳神 -點燈生活俗語智慧

警察大學教廣中心專任講師 高志斌 先生

引言 ▌
被錯誤解讀的俗話，會誤導我們的生命

觀點。

例：樹頭佇乎在，嘸驚樹尾做風颱。

一個人的智慧需要靠記憶的連續，團體

或民族的智慧則靠傳統的延續。

1.台灣三個厚道的文化遺產
a.奉茶的服務文化：體貼順心
b.騎樓文化：想像溫柔細膩
c.  柑仔店的社群文化：熱心與度量，咱厝
邊久久交，債務慢慢結。

2.茶葉為何叫茶米？
3.捧人家的場為何叫郊關？
4.為什麼殺雞可以”教猴”？
5.為什麼捉姦叫捉猴？
6.  有無發現，田螺在水田中都是走一直線！
點評：習慣一旦養成，很難更改。

7.殺豬沒有相請，嫁女兒送大餅！
點評：專門賺人家便宜。

吃虧： 是一種胸懷、風度、坦然、達觀、
超越。

PS.  過於計較，得失心太重，反而會捨本
逐末，以致丟掉應有的幸福。

8.憨入嘸憨出。
點評：扮豬吃老虎。

9.好天要積雨天糧。
點評： 對未來有打算和有準備的態度，對

自己的工作或事業的成 本有計算的
能力。

對應成語：未雨綢繆。

10.惦惦的吃三碗公飯。
點評：黑矸仔裝醬油看無出。

對應成語：深藏不露。

11.吃甘蔗，吃一疳算一疳。
點評：循序漸進。

12.秤砣掛在眼睛，算盤掛在嘴巴。
點評： 能夠管理人的人，只能管理可以管

理的東西；但能管理錢的人，可以

管理所有的一切。

對應成語：斤斤計較。

13.田無溝，水無流 → 老死不相往來。
14.一代親，二代表，三代無了了。
點評：韓非子說：人情厚，禮作薄。

 俗話說，近廟欺神，冷淡是宗族親情的殺
手。因為它帶來不聞不問，各人自掃門前

雪的現象。

15.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 → 自顧不暇。
16.  入山看山勢，入人厝看人意 → 聰明、靈
巧。

17.吃菓子拜樹頭 → 飲水思源。
18.四兩磅秤要自己秤 →凡事要量力而為 。
19.  嫁女兒看娘禮，買田看田地 → 文化與本質。
20.富在深山有遠親，貧在鬧市無人問。
點評：正常事態，無須不平。

21.有效，青草一葉；無效，人蔘一石。
點評：不在貴重，而在有用。

22.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點評：渴望知音，不是企求信徒；跪著的

人無法平等的思索。

23.人情留一線，以後卡好相看。
「恩怨」，歷史對它總是一笑置之。

點評： 朋友沒有明確的界定，在不同的人
眼裡，朋友代表著不同的人：多個

朋友，多條路。廣結善緣，朋友不

嫌多，掌握關鍵權力者，地位不一

定高，三教九流都是好朋友。



板橋扶輪社社刊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2014 年 07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國扶辦字第 2014066 號
主旨： 函請推薦青少年學生參加本地區 2015-2016 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長期交換計畫

（RYE），請查照。
附件：2015-2016 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長期交換中文申請書
說明：

一、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是一項為了讓 15 至 18 
歲之青少年有機會前往國外扶輪社所安排的家庭住宿一年，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共同生活，

並在當地高中就讀，除學習該國語言與文化外，藉由在異國的實際生活，訓練學生的獨立

自主能力，並瞭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同時也經由派遣學生的介紹，讓接待地區的人民得以

更加認識台灣，增進兩地區間雙向交流，促進國際瞭解與和平。

二、 請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本項交換計畫，交換期間
自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為期一年。

三、推薦一般生，申請程序如下：

(一 )推薦社應成立「扶輪社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並填妥組織及職掌表。
(二 )  推薦社每推薦一個參加長期交換計畫之學生應排定三個以上的接待家庭，並填妥

「接待家庭預定表」，其中，主委與輔導顧問不得兼任接待家庭。

(三 )  受推薦之學生須『親自』填寫「國際扶輪 3490 地區交換學生申請表」，並請附上
就讀學校近二年全部科目英文版成績單。

(四 )詳細申請辦法請參照附件。
四、如要進一步瞭解本項交換計畫之意義與活動內容，請洽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諮詢。

日本和歌山扶輪社感謝函

總監來函照登

板橋扶輪社
2013-14　社長　 薛銘鴻　様
國際服務主委 蕭錦聰　様
貴クラブ創立４７周年記念式典の節には、訪問させていただいた３日間に亘り、大変な御歓
待をいただき、心から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そして、このたび、フォト DVD と写真をお送りいただき、重ねて厚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なお、AED 贈呈の儀式が盛大かつ厳粛に執り行われましたことを、心よりお慶び申し上げま
す。
そして、私のクラブにまで、記念品をお送りいただき、大変恐縮いたしております。  重ね
重ねの御厚志に心から御礼申し上げます。
　 今後とも、末永く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貴クラブの今後益々のご発展と、会員ご家族の皆様のご健勝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和歌山扶輪社 2013-14 社長　　市川　晃
          國際服務主委　　松尾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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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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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事項報告 第 2471次例會 7/17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0名
出席人數：54名　免 計 出 席：9名
缺席人數：  7名　 出　席　率：9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oss,Frank,Hitachi,Joe,Service,Seven,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高志斌 警察大學教廣中心專任講師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50
Johnny 第一期 4,250
Family 第一期 6,250
Banker 第一期 6,250
Stone 第一期 4,250
Young 第一期 4,250
Care 第一期 4,250
Building 第一期 4,250
Genial 第一期 6,250
Green 第一期 6,250
Gyne 第一期 4,250
Jia-Pin 第一期 6,250
Jyi-Lih 第一期 4,250
Key 第一期 6,250
Lucky 第一期 4,250
Ocean 第一期 4,250
Sticker 第一期 4,250
Torque 第一期 4,250
Trust 第一期 4,250
合計 88,500
累計 94,750

一般捐款 
Alex 買時間 2,000
Banker 感謝 Max 代理聯誼 2,000
Max 歡迎高志斌教授精彩演說 1,000
Trust 生日快樂 1,000
Kai 生日快樂 1,000
合  計 7,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Money 7/23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473 次例會
103 年 07 月 31 日

●  社務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474 次例會
103 年 08 月 07 日

●  原訂八月七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2474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歡度父親節暨

第一次爐邊會議，變更例會時間於八月三

日 (星期日 )於上海銀鳳樓餐廳舉行。

本 週 節 目　第 2472 次例會
103 年 07 月 24 日

●  主講人：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莊淇銘 教授
● 講題：學習創造奇蹟
● 節目介紹人：辜久雄 前社長
● 板橋東區社來訪

扶輪 ABC 扶輪標語 ( 座右銘 )
國際扶輪的第一個標語「服務最多，

獲益最大」，是 1911年在俄勒岡州波特
蘭市舉行的第二次國際年會時核准的。
這個詞句出自芝加哥社友阿德薛爾頓 (Art 
Sheldon)，他在 1910年第一次演說中說
「對同胞做最好服務的人，獲益最大」。同
一時期，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扶
輪社社長班柯林斯 (Ben Collins)提出，組
織扶輪社最適當的方式就是他的扶輪社所
採用的「服務，不是為自己」的原則。這
兩個口號，經過稍微的修改，在 1950年
底特律的年會正式通過成為國際扶輪的標
語「服務最多，獲益最大」及「超我之服
務」。1989年立法會議訂立「超我服務」
為扶輪主要標語，因為它是無私的志工服
務的最佳詮譯。2004年，第二個標語變
成「他們服務最多，獲益最大」。2010年
的立法會議決議將用語正式改為「服務最
多，獲益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