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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敬祝生日快樂
劉張安 社友 (40.05.20)Music

劉紹榮 前社長 (37.05.24)I.P.P.Alex

廖金順 前社長夫人 (05.20)P.P.Lion夫人

吳榮欽 社友夫人 (05.23)Banker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莊志翔 社友 (99.05.20)Duke ♥

陳明涵 女士 (結婚六週年紀念日 )

汪俊男 社友 (88.05.22)Jamie ♥

曾雅鈴 女士 (結婚十七週年紀念日 )

盧政治 前社長 (51.05.23)P.P.Silk ♥

盧陳素香 女士 (結婚五十四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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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Michael社友
榮獲板橋高中傑出校友

宏廷先生
美如小姐 結婚誌慶

板橋扶輪社 
社長王經祿
暨全體社友  

敬賀

◎ P.P. Apple公子宏廷先生與美如小姐訂於
六月八日 (星期三 )舉行結婚典禮，婚宴
設於台北國賓大飯店 -國際廳，敬請各位
社友、夫人於是日下午六時準時入席。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105年 5月 12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王經祿  社長 　　紀錄：陳主義  秘書
出席： 王經祿、陳福源、劉紹榮、張瑞仁、

林當隆、陳主義、賴宏榮、江能裕、

張立昇、羅浚晅

列席：楊明炎

討論提案
第一案：四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原訂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中午之
第二五六八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

輪社第四次爐邊會議，變更例會時

間於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於新東
南海鮮料理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原訂六月九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七○次例會，適逢端午連假，

休會乙次，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原訂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七一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

社授證 49週年紀念慶典，變更例會
時間於六月十日 (星期五 )於台北天
成大飯店 TICC世貿會館 3樓宴會廳
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原訂六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七三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

社第 50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變更
例會時間於七月一日 (星期五 )於板
橋吉立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六案： 有關林澤祥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66次例會
（5月 12日）

專題演講摘錄 -不一樣的德國人

輔仁大學 查岱山 教授

         德國的國徽　　　　　　　德國的國旗
‧國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國慶日：10月 3日 (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
日 )

德國人的食

‧民以食為天。德國人並不以美食聞名世

界。我自己也非饕餮客，對美食沒有研究。

‧一般人想到德國食物，首先是德國烤豬腳

配德國酸菜。的確，在各種民俗慶典活動

的攤位，總可以買到烤豬腳，份量很大。

但咀嚼起來，韌性十足，牙齒不好還是淺

嘗即止。

‧其實德國人真正引以為傲的是德國麵包與

香腸。毫不誇張的說，種類過百，風味各

異。吃過各式德國麵包與香腸，再吃台灣

的，我個人覺得比較喜歡德國麵包。德國

麵包按重量賣。

‧但是我介紹德國的食物，重點是，德國人

對於食物，或食材的態度。下面引述一篇

報導供參考：

‧德國是著名的豬肉生產國，每年的豬肉產

量都在數百萬噸，同時德國也是豬肉出口

大國，豬肉遠銷到世界很多國家。

‧照理說這樣的豬肉產量應該是流水線養殖

的成果，但在德國，在變成肉製品前，德

國的豬非但沒有受罪，還享受著相當不錯

的幸福「豬」生。

‧2002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對憲法第二十條的
修正案。它使德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將維

護動物權利作為主要社會目標的國家。從

法律角度看，動物和人幾乎擁有同等的權

利。

‧其中的一部分新措施包括：豬農每天至少

要花 20秒跟每一頭豬相處。
‧豬應有兩三個木頭玩具或稻草公仔作消

遣，以防它們打架。

‧每頭豬都必須接觸到光線，冬季時更要提

供額外光源，以免它們心情憂鬱。豬舍裡

的排水溝不能擋住，地上必須鋪膠墊或禾

草，更須有空調設備與醫療區，讓生病的

豬安心休養。

‧農業部門會進行抽查，確保豬農遵守規矩。 
‧豬舍越衛生，豬會過得越舒服。讓豬保持

忙碌不無聊十分重要，無聊形同虐待。

‧養豬就已經這麼多讓人無語的條例了，再

來看看他們最極端的殺豬方法吧。

‧首先要宰殺的豬被請進一個大的蒸汽房

裡，讓其躺下悠閒地「馬殺雞」一下，過

程中還伴有美妙的音樂。

‧他們讓豬喝一種味道很美、類似安眠藥

的營養液。在這種營養液的作用下，豬便

會美美睡去，最終一睡不醒，沒有一絲痛

苦。 
‧德國人認為，無憂無慮的豬所產出的肉是

最好的，最健康的。

‧看到德國人生產的豬肉製品時，想必就是

最挑剔的食客也不會再挑什麼毛病，可以

安心盡情享用就行了。

德國的道路交通

‧德國車輛靠右行駛。但行人一般靠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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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因為這樣比較安全，尤其在山路或沒

有人行道的路上，靠左的確比較安全。 
‧德國的汽車駕駛非常尊重行人。在行人穿

越道，行人有絕對的優先權。 
‧德國大眾運輸系統十分先進，飛機、鐵

路、公路四通八達。高速公路通常無速

限，可以行駛重型摩托車。內線為超車

道，超車後就回到右二線。最外側行駛大

型車輛，時速為 100公里。 
‧德國不管是火車站還是汽車站都沒有柵

欄、剪票口。一般人都按規定買票、銷

票。搭霸王車被抓到要罰款。 
‧德國市公車站牌都有時刻表，公車到站

時間很準時，乘客可以很好的安排搭車時

間。 
‧德國公車早晨頭班車常 5點就發車，末班
車到 11、12點。 

‧乘客可以買週票、不包括週末的週票、月

票、區域票，價格很優惠。為鼓勵觀光，

有單日票，父母、兩個小孩和一條狗可共

用。其它鐵公路的優惠措施很多。對身心

障礙人士更是非常的照顧。

‧搭乘地鐵或公車的乘客會看書或看報，很

少人滑手機 
‧在德國如果半夜還有人等紅綠燈，那個人

一定是德國（中老年人）

德國人排隊的方式

‧德國的公共廁所如果客滿，後到的人會

在廁所外面排隊，等廁間空出來再依序進

去。不像台灣，每個人找一間前面站著

等，碰運氣。 
‧到提款機提錢也一樣。如果有兩、三部

提款機都有人用，後來的人就依序站在中

間，如有提款機空出來，就依先後順序使

用。 

德國人的教育

‧我在這裡不是要談德國的教育制度，而是

教育理念。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參考。 
‧2013年 07月 31日北京晚報刊載了一篇報
導，題目是：為何德國人拿走一半諾貝爾

獎。

‧德國禁止學前教育啟示錄。

‧德國憲法禁止學前教育。

‧諾貝爾獎獲獎人中，德裔佔總數的一半。

做法 1－禁止學前教育被寫進憲法中 
‧一位中國（台灣）父親和一家子德國人聊

天。德國父親告訴中國父親，自己兩個孩

子都上幼稚園，周末帶他們出來玩。中國

父親問：“你們不利用周末時間帶孩子參加

學習班嗎？”德國父親用不解的表情看著

中國父親：“參加什麼學習班？”中國父親

說：“比如跳舞、體操、繪畫、鋼琴、外

語、奧數之類的，我女兒在幼稚園期間，

除了奧數，幾乎把所有的課程都學了。”德

國父親回答：“我們這裡，學前教育是被禁

止的，孩子在幼稚園期間不允許教授專業

知識，社會上也沒有類似的培訓班。”

‧在德國的《基本法》（即憲法）中，第七條

第六款明確規定，禁止設立先修學校，也

就是學前班。

做法 2－不剝奪孩子珍貴的童年 
‧德國孩子在小學前“唯一的任務”就是

快樂成長。教育專家認為孩子的天性是玩

耍，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不應

該違背孩子的成長規律。

‧如果說在上學前對孩子非要進行“教育”

的話，那“教育”的重點隻有三個方面：

一、 基本的社會常識，比如不允許暴力、不
大聲說話等。

二、 孩子的動手能力。在幼兒園期間孩子會
根據自己的興趣參與手工製作，讓他們

從小就主動做具體的事情。

三、 保護孩子情感胚胎，培養情商，培養領
導力。

實歐洲多國對待小孩子的做法基本上大

同小異。例如匈牙利立法規定：嚴格禁止教

授幼兒園期間的孩子學習寫作、閱讀、計算

等。

這些國家幼兒教育的觀念是：對於幼

兒，大人可以教給他們一些正確的生活習

慣、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但是，不能剝奪

孩子玩耍的權利和珍貴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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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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次例會 5/12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24名
出席人數：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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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Boss, Canon, Jacky, Park, Pipe, 
Schooling, Seven, Tech, Trust, Wealth, 
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查岱山 教授 輔仁大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12,343
Family 第四期 6,250
Alex 第四期 6,250
Genial 第四期 4,250
Lucky 第四期 4,250
Smile 第四期 4,250
Terry 第四期 50,000
合計 75,250
累計 1,487,593

一般捐款

Ocean 太太黃素英生日 2,000
Care 歡喜代理糾察 1,000
Tiger 歡喜代理出席 1,000
合計 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歡迎主講老師  
2.PP Apple公子喜事 2,000

Frank 5/13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3,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67 次例會本 週 節 目　第 2567 次例會
105 年 05 月 19 日105 年 05 月 19 日

●  主講人：水安搜救 張洸輝 執行長
●  講題：活用急救技巧
●  節目介紹人：陳瑤國 社友

節 目 預 告　第 2568 次例會節 目 預 告　第 2568 次例會
105 年 05 月 26 日105 年 05 月 26 日

●  原訂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六八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第四

次爐邊會議，變更例會時間於五月二十九

日 (星期日 )於新東南海鮮料理餐廳舉行。

地區社員研討會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 105年5月21日(星期六)

上午10：10報到 10：40開會
地點： 大直典華會館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參加人員： P.P.Glue、Bank社長當選人、

Stock、Care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
第七屆研討會 (RYEMT)第七屆研討會 (RYEMT)

時間： 105年5月21、22日(星期六、日)
上午10：10報到 10：40開會

地點：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5年5月29日(星期日)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新東南海鮮料理餐廳

(台北市汀州路一段105號)
欣賞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時間：下午2：00(台北市南海路41號)
漫步植物園

時間： 下午3：30 植物園-1號入口
(和平西路與南海路口集合)

擴大理事會擴大理事會
時間：105年5月20日(星期五) 下午4：30
地點： 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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