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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孔繁文 社友 (53.11.14)Johnny

黃永昌 社長當選人 (42.11.17)Bank

林澤祥 社友 (42.11.20)Key

曾文淵 社友 (34.11.21)Smile

徐維志 社友 (48.11.22)Infi nity

李文良 社友 (39.11.30)Skin

鄭俊彥 社友夫人 (11.12)Art夫人

黃永昌 社長當選人夫人 (11.13)Bank夫人

莊志翔 社友夫人 (11.20)Duke夫人

林新乾 社友夫人 (11.23)Printer夫人

楊東卿 前社長夫人 (11.25)P.P.Torque夫人

陳主義 祕書夫人 (11.30)Truck夫人

蕭錦聰 前社長夫人 (12.01)P.P.Glue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鄭俊彥 社友 (73.11.24)Art ♥
古孟鑫 女士 (結婚三十一週年紀念日 )
張立昇 社友 (85.11.29)Max ♥
李玲儀 女士 (結婚十九週年紀念日 )
陳金富 社友 (63.12.01)Food ♥
陳戴秀香 女士 (結婚四十一週年紀念日 )
楊東卿 前社長 (61.12.02)P.P.Torque ♥
楊鍾和妹 女士 (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

1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4年 11月 17日 (星期二 ) 

上午 11：00報到 11：30開球
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鄰 39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葛家勛　　　社　　名：Pipe
出生日期：1968年 6月 30日
籍　　貫：安徽省宿縣

職業分類：給排水工程

現　　職：弘勝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通訊地址：土城區金城路二段 26-6號
電　　話：(02)8261-2100
夫人芳名：李晴霞

夫人生日：3月 31日
結婚週年紀念日：1996年 1月 1日
入社介紹人：楊明炎、陳瑤國

第二分區聯合登山
時間： 104年 11月 22日 (星期日 )

上午 8時集合
地點： 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399巷57弄20號)
中午於集合地一同享用中餐 (辦桌桌菜 )

地區成年禮
時間： 104年 11月 28日 (星期六 )

中午 12：30
地點： 大觀書院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5號)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職業參訪 -國家太空中心花絮

社長及職業參訪主委代表

贈送小社旗及禮品

國家太空中心余副主任回贈禮品

職業參訪國家太空中心圓滿成功！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保健知識 ~認識肺炎及疫苗相關資訊
老年人生理器官與免疫功能隨著年齡增

長逐漸的衰退，使得老年人相對年輕人更容

易得到感染症，進而引發併發症。因此，疫

苗接種也是老年人預防保健的一環。目前台

灣疾病管制局建議的老年人疫苗包括：流

行性感冒、肺炎鏈球菌多醣體及破傷風、白

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的預防注射，

均有助於降低老年人感染症、合併症及死

亡。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預防接種
諮詢委員會建議 50-64 歲老人在每年流感
季節前，應接種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種流行

性感冒疫苗可減少 54%老人感染肺炎或其
他心肺疾病住院，對於住院的老人，可減少

75%感染肺炎或心肺疾病機率。
台灣地區 2009-2010年 60歲以上老人

感染流行性感冒重症死亡有 420-440 例。
接種流行性感冒疫苗後保護效果可達 70-
90%。老年人感染流感後容易雙重感染肺炎
鏈球菌住院，每位老人感染肺炎住院天數約

13.5-24.1天，醫療成本費用約美金 823.8-
1,901元，因此同時接種肺炎鏈球菌多醣體
疫苗及季節性流感疫苗對長者有雙重保護作

用。

流行性感冒病毒變異性極大，每年流感

病毒株每年不同，流行性感冒疫苗是每年流

行期前接種 1劑。若 65歲以前曾經接種肺
炎雙球菌多醣體疫苗者，年滿 65歲以後可
再接種 1劑，75歲以上的老年人可公費接
種 1劑。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
合疫苗能同時預防三種嚴重細菌性疾病，白

喉和百日咳是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傳播。破傷

風則是透過刀傷、抓傷或其他皮膚傷口而進

入身體。

3歲以下幼兒主要照顧者為祖父母，若
老年人不慎感染百日咳很容易傳染給幼童，

尤其小於 6個月的嬰兒是感染百日咳的高危
險族群。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為了保護尚未

完成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

苗機種而得到保護力的嬰幼兒，爺爺奶奶應

列入接種疫苗對象。台灣疾病管制局建議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接種破傷風、白喉、非細胞

性百日咳疫苗是每 10年追加 1劑。

台灣與歐美老年人疫苗主要不同點，美

國目前建議 60歲以上的老年人施打帶狀皰
疹疫苗，帶狀皰疹病毒的致病原為水痘病

毒，此病毒感染幼兒時會潛伏在人體神經節

內，當身體免疫力下降時，病毒會再度活

化，延著體表神經走向在皮膚表面出現皮疹

或水泡而稱為帶狀皰疹，當老年人感染帶狀

皰疹會引發神經痛，神經痛的過程會影響老

年人的睡眠與生活品質。

楊氏等人研究報告台灣感染帶狀皰疹

的發生率為 4.97/1000 人，隨著年齡增加
感染帶狀皰疹發生率越高，40~50 歲為
5.18/1000 人；50~60 歲為 8.36/1000 人。
2000年治療帶狀皰疹醫療費用為台幣 2億
5千萬元，但是 2004年治療帶狀皰疹醫療
費用已經增加 1.22 倍（台幣 3 億 1 仟 9 百
萬元）目前國內部分醫院已引進老年人的帶

狀皰疹疫苗進行臨床試驗，不久將在台灣上

市。

另搜訊「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醫療衛教節目→每日新生機→集數六

-主題肺炎 (影片 )，供大家參考。

本 週 節 目　第 2540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12 日

●  主講人：施丞修中醫診所 施丞修 院長
●  講題：中醫生活家
●  節目介紹人：吳培聖 社友
●  召開 11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541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19 日

●  提前變更至 11月 14 日 (星期六 )三地區
聯合例會暨愛心園遊會，上午 10：00於
中正紀念堂舉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542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26 日

●  提前變更至 11月 22日 (星期日 )第二分
區聯合登山，上午 8：00於中和烘爐地
南山福德宮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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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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39次例會 11/5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名　補出席人數：14名
出席人數：57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 9名　出　席　率：9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 Duke, Infinity, Implant, Jamie, 
Skin, Trust, 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葛家勛 董事長 弘勝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29,417
Seven 第一期 4,250
Seven 第二期 4,250

Skin 第一期 4,250
Skin 第二期 4,250
Family 第二期 6,250
Lawyer 第一期 6,250
Lawyer 第二期 6,250
Infinity 第一期 4,250
Infinity 第二期 4,250
Kevin 第一期 6,250
Kevin 第二期 6,250
Sticker 第二期 4,250
Torque 第二期 6,250
合計 67,250
累計 596,427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Wine 11/9生日快樂 1,000
Terry 11/11生日快樂 1,000

Charles 1.11/6夫人生日快樂  
2.11/11結婚週年快樂 2,000

Book 11/10夫人生日快樂 1,000
Ocean 11/11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  計 I.O.U.及應收款 6,000

3490、3480、3520 跨地區聯合例會&愛心園遊會
時間：104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 
地點：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
當天節目時間表如下：

10：00-10：30  社友報到 (愛心園遊會開始 )
F6-7(新北市第二分區報到處 )

10：30-13：10三地區表演節目
三地區總監暨社長入場式

三地區聯合例會

園遊會活動持續中

14：00-14：30慈善音樂會社友報到
14：30-16：30 音樂會外舞臺演掌中戲，

音樂廳內由台北愛樂管弦

樂團演奏音樂，內外場以

LED銀幕同步視訊
16：30-17：30音樂藝術表演和快樂扶輪大歡唱
Ps. 1. 當天會發放園遊券，敬請社友於上午 10：00-10：30

至報到處報到，領取園遊券，謝謝。

2. 社長請著正式服裝，社友著閒休輕便服裝即可，敬請

穿著有Rotary 等圖式的衣服或配件，以便辦識，感謝您 ~

報
到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