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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楊明炎 前社長 (48.01.02)P.P.James

陳文龍 前社長 (30.01.05)P.P.Ocean

王經祿 社長夫人 (01.01)Terry 夫人

陳嘉彬 社友夫人 (01.01)Young 夫人

盧政治 前社長夫人 (01.02)P.P.Silk 夫人

鄭錦玉 前社長夫人 (01.05)P.P.Diamond夫人

劉祥呈 前總監夫人 (01.07)P.D.G.Syo-Tei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黃志光 社友 (71.01.03)Wealth ♥
李素珍 女士 (結婚三十四週年紀念日 )
程萬全 社友 (78.01.05)Judge ♥
賴麗華 女士 (結婚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

楊明炎 前社長 (71.01.07)P.P.James ♥
王美齡 女士 (結婚三十四週年紀念日 )
林傳傑 社友 (81.01.07)Michael ♥
張佩珊 女士 (結婚二十四週年紀念日 )

永結同心 磁器婚紀念
葛家勛社友 Pipe與夫人李晴霞女士於 1 月

1 日歡度結婚二十週年，祝福兩位永遠幸福

快樂。

永結同心 磁器婚紀念
楊博顯社友 Steven與夫人周芷如女士於 1 

月 6 日歡度結婚二十週年，祝福兩位永遠

幸福快樂。

社區服務 ~ 新北市私立愛心育幼院
才藝學習計劃

Terry 社長、P.P.Glue 社區主委
代表致贈款項予蘇院長

蘇院長回贈感謝狀

訪問永和扶輪社
時間： 105年 1月 5日 (星期二 )

中午 12：30
地點：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 116號 7樓之 2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P.P.Lucky、

P.P.Lawyer、Bank 社長當選人
Truck祕書、Green、Duke、
Printer、Johnny、Judge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46次例會
（12月 24日）

專題演講摘錄 -
把愛傳出去 ~從電影看人生之愛

良泰傳播經紀公司 戴昌儀 總經理

有人說「戲劇是人類文明的精華」，

因為戲劇將舞台設計、服裝設計〈視覺藝

術〉，與配樂和歌唱〈音樂藝術〉，還有故事

情節熔於一爐，他是一種偉大的綜合藝術。

但是自從電影發明以後，故事的場景更

逼真，而且可以隨意變化，鏡頭可以遠近伸

縮，所以可以演出更細膩的內心戲，尤其精

緻拍攝一次，可以大量拷貝後，在世界各地

播放，所以電影可以說是人類文明中精華的

精華。

那麼電影的內容是些什麼呢？我認為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電影，都在訴說人間之

愛，因為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所以一部電影

的好壞，最重要的是他能否深刻刻劃人間的

愛。

「真愛奇蹟」描繪兩個殘障兒童的情

誼，他們如何結合成生命共同體，讓兩人互

補長短，使兩個有殘缺的孩子，變成一個行

俠仗義的勇士。

「返家十萬里」描繪一個少女對於一群

野生大雁的愛心。她駕著滑翔翼飛機，導引

雁群飛翔數千英里，到南方溫暖的湖沼，避

開寒冷的冬天。

貝多芬為人類的大同博愛描繪了偉大的

願景，而「讓愛傳出去」這部片子提出一套

具體方法，讓愛心在整個社會傳揚出去。我

借著這次演講向社友提議，我們能不能從扶

輪社開始，把這個構想推動起來，將來扶輪

社不只是自己行善，而是把愛心在整個社會

傳播出去。

第三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 105年1月17日(星期日)下午4：00
地點： 秋料理(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51號2樓)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Bank 社長當選人、

Truck 祕書、Stock

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年 1月 19日 (星期二 )

上午 9：50報到 10：15開球
地點： 旭陽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南新里新城 100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第二次讀書會花絮
時間：104年 12月 29 日 (星期二 )
研讀書籍：楊逵集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日本高岡扶輪社105年3月4-6日來訪人員及行程
板橋 RC 訪問參加者名簿 (2016/3/4~6)

氏 名 役 職 氏 名 役 職

1 本間 比呂詩 会長 12 永田 義邦 2014-15 年度總監

2 本間 恭子 会長夫人 13 岡本 欣治

3 山本 毅 副会長 14 才高 人思

4 鞍野 誠 幹事 15 塩崎 有克 2002-03 年度会長

5 鞍野 美惠子 幹事夫人 16 塩崎 吉康

6 田中 哲 國際奉仕委員長 17 炭元 嘉雄 2009-10 年度会長

7 藤田 益一 2014-15 年度会長 18 竹中 伸行

8 伏江 努 19 坪田 伊步

9 花田 修一 次年度会長 20 山口 洋祐

10 稻田 祐治 21 柳澤 劍治

11 前川 俊朗 2012-13 年度会長

旅行先台北 2泊 3日（富山發・着）
月日 都市名 時間 交通機關 旅行內容 食事

1.2016年 3月 04日
（金）

富山空港
羽田空港
羽田空港
松山空港

07:10
08:15
09:20
12:25

NH312
NH851

富山空港リ全日空にて空路、羽田
空港經由台北（松山）へ
到着後、入國審查
お客樣自身にてホテルへ

 〈台北　泊〉

朝　Ｘ
午　機內
夕　Ｘ

2.2016年 3月 05日
（土）

台北

ホテルにて朝食
1.ゴルフ組
2.觀光組
3.自由行動

 〈台北　泊〉

朝　Ｏ
午　Ｘ
夕　Ｘ

3.2016年 3月 06日
（日）

松山空港
羽田空港
羽田空港
富山空港

13:30
17:30
19:55
20:50

NH852
NH321

ホテルにて朝食
終日、自由行動
お客樣自身にて空港へ
出國手續き終了後、空路　羽田空
港經由富山空港到

朝　Ｏ
午　Ｘ
夕　機內

＊上記日程及ぴ時間は、交通機關又はその他事情により變更となゐ場合がめります。

＊利 用 航 空 社：全日空（國內線·國際線）（エコノミークラス）

＊利用予定ホテル：シエラトン·クランテ　台北　ホテル　又は同等クラス（2名 1室）
＊食　　　　　事：上記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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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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次例會 12/24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2名
出席人數：47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2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 Apple, Banker, Boss, Duke, 
Golf, Jacky, Joe, Ortho,Tile, Trust, 
Wireless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戴昌儀 總經理 良泰傳播經紀公司 本  社
蘇鈺惠 院長 新北市私立愛心育幼院 本  社
楊玉蘭 管理組長新北市私立愛心育幼院 本  社
李威毅 先生 長江飲水機企業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7,343
Glue 第二期 6,250
Timmy 第一期 4,250
Timmy 第二期 4,250
合計 14,750
累計 792,093

一般捐款

Ocean 後慈湖之旅感謝大家的幫助及
鼓勵

2,000

Oral 生日快樂 1,000
Implant 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歡喜擔任節目介紹人 1,000

Kevin 感謝主講老師一直呼喚我的
名字

1,000

Johnny 代理出席祝各位聖誕快樂 1,000

Max 歡迎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
蘇院長

1,000

合計 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Ortho 1.12/27 生日快樂
2.12/29 夫人生日快樂 2,000

Tiger 12/2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Victor 12/28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oe 12/2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47 次例會
104 年 12 月 31 日

●  常年大會 -  選舉理事、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  召開 2016-2017年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
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48 次例會
105 年 01 月 07 日

●  原訂一○五年一月七日 (星期四 )中午之
第二五四八次例會，為舉辦新北市第二分
區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一月九日
(星期六 )於新北市農會舉行。

   時間： 105 年 1月 9日 (星期六 )
中午 12：00

   地點： 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主講人： 台北商業大學商學研究所 
張世佳 所長

   講題：全球經貿與臺灣產業發展趨

~ 當天備有午餐 ~

節 目 預 告　第 2549 次例會
105 年 01 月 14 日

●  前社長日
●  主講人： 惠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傳傑 負責人
●  講題： 由 LED產業結構及困境淺談中國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  節目介紹人：簡哲雄 前社長
●  召開 1月份理事會

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 105年1月22日(星期五) 中午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P.P.Miller、

P.P.James、P.P.Lawyer、
Bank 社長當選人、Truck祕書、
Franklin、Stone、Judge、Ti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