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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阮良雄 社友 (41.12.10)Wireless

林傳傑 社友 (50.12.10)Michael

高建順 社友 (51.12.15)Green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薛銘鴻 前社長 (87.12.12)P.P.Lawyer ♥

李錦招 女士 (結婚十七週年紀念日 )

林當隆 前社長 (61.12.15)P.P.Book ♥

林洪素女 女士 (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

辜久雄 前社長 (50.12.16)P.P.E.Fu.Ku ♥

辜唐金蓮 女士 (結婚五十四週年紀念日 )

1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4年 12月 15日 (星期二 ) 

上午 11：00報到 11：32開球
地點： 山溪地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2鄰 13號 )
※擊球費用 2200元整 (需滿 16 人以上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

扶輪家庭日暨文化活動~後慈湖
大溪牌樓老街.齋明寺一日遊

時間： 104年 12月 20日 (星期日 ) 
當天遊覽車時間：

早上 06:3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板橋區公館街 8 號 )

　　 06:3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
馥華飯店

∼當天備有早餐∼

台灣扶輪公益網 愛的禮物送八方
記者會暨各項活動

時間： 104年 12月 18 日 (星期五 )
下午 2：00

地點： 張榮發基金會1101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11樓)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P.P.Glue社區主委
Duke、Johnny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計畫
「新北市家扶親子館內之海芋
發現工坊- 就業培訓工坊」

時間： 104年 12月 16日 (星期三 )
下午 2：00

地點： 新北市家扶親子館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號 )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Truck祕書、
Gas 副社長

第二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4年 12月 13日 (星期日 )

下午 6：00
地點： 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 段 126 號 )
爐主： 郭子進、張瑞仁、吳明田、林延湯、

莊志翔、林當煒、陳金富、陳福源、

高建順、高士偉、黃浴期、陳錫文、

汪俊男、林當隆、廖金順、張煥章、

鄭俊彥、徐維志、汪忠平、吳培聖、

蔡居祥、邱建明、邱性利、黃志光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參加∼

感  謝  您
感謝  Life社友贈送全體社友 2016年度記事

本。

感謝  P.D.G.Kega贈送 12/10 例會與會社友
桌曆。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43次例會
（12月 3日）

專題演講摘錄 -
你可以為地球做什麼 ?
從地球公民基金會談起

地球公民基金會 沈慧娥 教育推廣專員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一個環保團體

什麼是「環保團體」?
您知道有哪些環保團體 ?
那您願意去環保團體當「志工」嗎 ?
大家認為環保團體平常都在做甚麼事？

抗議記者會

地球公民操作議題，通常會有許多面

向，例如結合勞工，這是在去年底，年收

2000 億的日月光惡意偷倒毒鎳廢水，污染
台灣河川農田，引起社會震驚。但得知依據

《水汙法》最高僅能罰 60 萬元，經濟部長
又插手干預環保裁罰，要脅不得任意停工，

更令社會震怒！今日農民、居民及環保團

體、勞工團體聯合在後勁溪旁召開記者會，

譴責日月光汙染土地、剝削勞工、大賺黑心

錢的惡劣行徑，要求高雄市政府切實執行停

工、追討不當利得，並呼籲環保署及立法院

加嚴修改《水汙法》。

廢核遊行晚會

核四目前決議是封存三年，交由之後的

政府來決定，已經用了 2600 多億拼裝核四
廠，現在還要繼續蓋到把 3000 億完工，然
後再要多花 40億去封存它，這根本是個完
全不負責任的政府，你看本來要公投現在也

不敢說了，而且當初還提了一個命題很怪的

公投，「你是否支持核四停建不得運轉？」，

然後反核的人要投贊成、支持核電的人才投

反對 ???最後自己不了了之⋯這就是現在這
個政府。

做為一個環保團體，為什麼開始關心經

濟貿易方面的跨國協定？

我們可以從環境基本法第二條的定義來

談談這個問題。

「本法所稱環境，係指影響人類生存與

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然

因素，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

礦產、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蹟及自然

生態系統等。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

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這些陳述相當程度代表當代對「永續發

展」的範疇界定，要達成環境保護，無法自

外於社會、經濟、文化。

地球公民所關切的工業污染、山林水土

的保護，乃至反核運動等，無不涉及國家的

產業經濟政策，以及背後的政治角力或分

贓；而各種公民運動的過程，不斷要求政府

要落實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更是深化台灣

民主的重要工作，因為我們深知，只有落實

民主，才能確保環境不會在黑箱作業中，被

財團和政客出賣。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層面含括勞

工、弱勢、環境、經濟、民生、教育、交

通、外交、醫療 ...等等重大議題，但執政者
將其曲解為行政命令，在與中方簽定前沒有

遵循公開討論的國際程序，並撕毀立院的朝

野協商，拒絕逐條逐項審查，使用各種方式

排除民主體制，並且拒絕所有重回民主機制

的意見，致使國家進入憲政危機。

空污公聽會前記者會

我們的任務，就是把看起來認識但聽不

懂的專家語言，表達成民眾可以聽懂的語言

加上守護萬里溪的影片。

台灣的資源回收率是全球前幾名，但問

大家，台灣的環境有變好嗎？答案應該是否

定的。環境雖然持續惡化，但有行動就會帶

來改變，我們可以採取兩種行動。

第一個是「個人環保」，像是使用環保

筷、搭乘大眾運輸、隨手關燈關水、減少使

用塑膠袋⋯等。

個人環保很重要，但面對國家體制與社

會價值的改變，更需要公民行動來促成改

變。

什麼是公民行動？就是付出行動來關注

公眾議題。

訪問板橋西區扶輪社
時間： 104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一 ) 

中午 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P.P.Building、

P.P.Lawyer、Bank 社長當選人、
Truck 祕書、Jet、Judge、
Life、Pipe、Stone

第二次讀書會
時間： 104 年 12月 29日 (星期二 )

中午 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研讀書籍：楊逵集

當天備有午餐，敬請踴躍出席，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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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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次例會 12/3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2名
出席人數：49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0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Frank, Hitachi, Jet, Skin, Sticker, Tile, 
Trust, Wealth, Wine,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沈慧娥
教育推廣專員

地球公民基金會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58,927
Bank 第二期 17,500
Franklin 第二期 4,250
Apple 第二期 4,250
Key 第一期 4,250
Key 第二期 4,250
Stock 第一期 6,250
Stock 第二期 6,250
Miller 第一期 4,250
Miller 第二期 4,250
Steven 第二期 4,250
Oral 第二期 4,250
合計 64,000
累計 722,927

一般捐款

Building 12/10生日快樂 1,000

Family 結婚 26週年快樂 1,000

Genial 結婚週年與夫人生日快樂 2,000

Green 敬祝社友暨社友夫人們生日快
樂、結婚週年快樂

1,000

Printer
電梯完成後第一次參加例會，
感謝社長及參與的各社聯合將
社館上下樓梯無障疑

5,000

Jia-Pin 感謝社長、全體社友的關懷與
幫忙，追悼會圓滿結束

10,000

Johnny 拿到華語導遊證 1,000

Care 海山國小會長代理糾察 3,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Apple 12/5結婚四十週年快樂 12,000

Terry 1.買時間 
2.謝謝大家熱烈參與例會 2,000

Miller 12/6生日快樂 1,000

Joe 12/8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rust 12/7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7,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545 次例會
104 年 12 月 17 日

●  主講人：TVBS 娛樂中心 狄志偉 主任
●  講題： 娛樂新聞即時通
●  節目介紹人：陳錫文 社友
●  召開發展策略委員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546 次例會
104 年 12 月 24 日

●  主講人： 良泰傳播經紀公司 
戴昌儀 總經理

●  講題： 把愛傳出去 ~從電影看人生之愛
●  節目介紹人：曹永央 社友
●  召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會議

本 週 節 目　第 2544 次例會
104 年 12 月 10 日

●  主講人：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
譚敦慈 護理師

●  講題：避毒解毒妙方
●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  召開 12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