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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捐款
劉紹榮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拾伍萬元

敬祝生日快樂
徐文進 社友夫人 (08.10)Tea夫人

Vol.50 No.6

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
時間： 105年8月13日(星期六)中午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Bank社長、P.P. Lion、 

P.P.E. Fu.Ku、P.P. Glue、 
P.P. Lawyer、Gas社長當選人、 
Wireless副社長、Stock祕書、
Life、Mark

8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年 8月 16日 (星期二 )  

上午 10：30報到 11：00開球
地點： 大屯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9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時間：105年 7月 14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黃永昌  社長   紀錄：賴宏榮  秘書
出席： 黃永昌、陳福源、阮良雄、賴宏榮、

張瑞仁、林當隆、何溪泉、蕭錦聰、

薛銘鴻、劉紹榮、王經祿、江能裕、

蔡居祥、邱冠舜

討論提案
第一案：六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有關林文鐘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
討論。

決　議： 請林文鐘社友補齊書面文件及繳清
所累積之社費。

第三案： 原訂八月四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七八次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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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星期日 )
於上海銀鳳樓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扶少團籌備進度及會議決議項目追
認 (或提請討論 )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板橋扶輪教育基金章程辦法修訂內
容提請討論。

決　議： 此次會議先行向理事會報告修改之
內容，後續將擇日召開板橋扶輪社

教育基金委員會議依章程規定之程

序辦理。

第六案：視訊會議設備添購案提請討論。

決　議： 請 Mark社友及 Stock祕書添購相關
設備。七月份理事會記錄

板橋扶輪社慶祝父親節快樂

2016-2017 年度 RYE Outbound 
學生汪劭昱班機離台時間

時間： 105年 8月 16日 (星期二 )  
晚上 11：30 長榮 BR28

地點：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文╱陳文龍

～我的大兒子陳子健醫師，現在是馬偕醫院婦產科資深的婦產科腫瘤專家，各種婦科手

術，不但能用傳統的方法開刀，更進一步能用最新的腹腔鏡手術及達文西手術 (機械手 )開
刀，所以婦女的子宮肌瘤、卵巢瘤及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及卵巢癌都開的很好，很完美。

他又帶職進修，經過漫長九年的苦讀，終於在今年拿到博士學位。

在此提供大家來分享身為父母的快樂。  105.4.6 ～
大兒子一九九八年在馬偕醫院當婦產科總醫師，隔年七月，無

論升任主治醫師或離開教學醫院自己開業，都必須要獨立作業，要

慢慢離開能遮風避雨的師長和父母。面對多變的醫病關係及複雜的

社會環境，要怎麼樣自處，怎樣應變，才能屹立不搖，成為社會上

有用的醫療專業人員，實在是件值得深思的事。

開業卅十年，對人生應該有些領悟，現在推薦給兒子，作為立

身處事參考吧！

黃連苦，貧窮更苦，出身在貧窮漁家的我，親身體驗了家徒四

壁、囊空如洗的窘狀。勤儉奮勉三十年，終於掙脫了貧窮，步入

小康。由貧窮步入小康，不但有安全感而且心中充滿恬靜幸福的感

覺。我並不希望後代子孫

飛黃騰達、大富大貴，

但要後代子孫有快樂幸福的居家生活、有健康的身

體、有專長的職業，夫妻子女要有良好的溝通、要

互相體諒、互相扶持。家永遠是子女最想回來的地

方，家永遠是子女求助的理想場所。

後代子孫，一定要「遠離賭場及毒品」，才能

避開沉淪與罪惡，以維持一個安定幸福的家庭。

「永不作保」。任何事業都有風險，作親戚朋

友的保證人，將來遇到風險時，不但親情友情毀於

一旦，自己及家人都要受連累。「永不作保」可當

作我們傳家的家訓。

「救急不救窮」。親戚朋友有急難，我們要盡

力幫助他，使他們度過危機。借錢給親戚朋友，要

量力而為。錢借出去要當著錢送出去，不期待討

回。萬一借出去的錢還回來，就會有失而復得的喜

悅。

親戚朋友要創業或擴展事業，應該向銀行貸

款。借錢給親戚朋友創業或擴展事業，不但錢常常

要不回來，而且會失去這個朋友友誼，斷了這個親

戚的親情，不可不慎。因為各種事業都有風險的，而且風險常是事出意外，不是親戚朋有所

能掌握的，如果他們存心欺詐，那就更加不堪。

2016.6.13陳文龍醫師與公
子醫學博士陳子健醫師合

影於畢業典禮會場

含飴弄孫 -人生夫復何求

陳文龍醫師全家福

父與子

含飴弄孫 -人生夫復何求



板橋扶輪社

有了以上的體認，自己又有婦產科專業素養，加上本來就有的小康經濟，就可傳之久

遠，永不匱乏。將來子女養育及教育經費，必定充裕，不會有後顧之憂。

結婚靠緣分，結婚的對象當然要看對眼會來電。但光看對眼會來電還是不夠，一定要誠

心誠意地去追求。一生的伴侶，值得你下功夫去猛追。

你已三十歲，也當了總醫師，但仍然沒有女朋友，媽媽心裡很著急，適婚年齡就該結

婚，該負的重擔不容迴避。結婚生子，承先啟後，才是男子漢大丈夫。太晚婚，常會擔心不

能親自看到子女成家立業。

戀愛是甜蜜而富幻想的，是風花雪月、詩情畫意而不切實際的；而結婚則是真刀實槍的

夫妻生活，是瑣碎、平淡而枯燥的家庭生活，是柴米油鹽的現實生活。婚姻生活的美滿、家

庭生活的快樂，是靠夫妻雙方不斷的努力，不斷地經營而獲得的。

婚姻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開始，也是兩個家庭，其至是二個家族姻親關係的開始。為了營

造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夫妻雙方都要放棄一部分自我，相忍謀國 (家庭 )，互相扶持，如
果堅持保有完整的自我，那就不應該結婚。

有了婚姻關係，就會有金錢的來往。夫妻有孝

敬及供養雙方父母的責任，也有養育及教育雙方弟

妹的義務。但對雙方的親長及兄妹，不要有大筆金

錢的來往，特別是超過自己能力範圍的金錢來往，

這樣才能維持和諧而親密的親情，大筆金錢的來

往，常常會招致兄弟反目、親戚失和。

舉個簡單例子，太太的弟弟要姐夫將房子抵押

貸款，來提供他創業的資金，這種事千萬使不得。

我在扶輪社最喜歡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聖詩是《愛的真諦》：「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昐望，…愛是永不止息 !」希望將來你們的夫妻生活也能像這樣
子。

很多年輕醫師，對前輩師長的態度很冷漠，他們敬畏的，都是握有實權，能影響他們升

遷的長官。反觀我們的師長，對他們的老師都很尊敬，遇到老師，一定起立鞠躬。老師經過

餐桌或宴席時，一定站起來表示敬意。

前輩師長傳授我們開刀的技巧，教導我們專業知識，指導我們醫病之間的溝通方法，使

我們一生受用不盡，所以對師長，我們要一輩子尊敬他、感謝他。

醫師很像牧師或神父，是介於神和人之間的一種聖職。剖開腹壁，人體的奧秘盡收眼

底，所以開刀時要懷著敬畏的心，謹慎細心的完成手術。借用神的智慧，解除病患的傷痛。

身為婦產科醫師，有時婦女會告訴我們一些她私人極端隱秘的私事，就像信徒向神父告解一

樣，這些秘密一旦曝光，對婦女的婚姻及家庭，都有極大的殺傷力。所以醫師要像神父一

樣，嚴守病患的秘密，尊重病患的隱私權。

醫學進步迅速，在超音波、內視鏡及生殖科技研發成功並應用於臨床後，婦產科學的尖

端知識，一日千里，身為婦產科醫師，應該熟悉這些專業知識。

踏入醫界，就註定要終生學習，不但要專，而且要博，除了婦產科的專業知識外，對於

內、外、兒科等的進展，也要時時關心。醫學以外的領域、社會的脈動、政治的警覺、經濟

的消長、文學藝術的欣賞，也要時時關注和參與，使自己在行醫生涯中，時時散發出人文的

氣息。

(摘自新北市醫誌 June2016第 31期 )

父與子 -陳文龍醫師與陳子健醫師

含飴弄孫 -人生夫復何求 父與子 -陳文龍醫師與陳子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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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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次例會 7/28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17名
出席人數：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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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Boss, Franklin, Food, Hitachi, 
Joe, 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林亭宇 老師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本  社

劉子僑 同學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本  社

曾雅玲 女士 Jamie夫人 本  社

汪劭昱 同學 2016-17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Duke 第一期 4,250
Food 第一期 4,250
Golf 第一期 4,250
Jyi-Lih 第一期 4,250
Lucky 第一期 6,250
Max 第一期 4,250
Miller 第一期 4,250
Ocean 第一期 4,250
Schooling 第一期 4,250
Seven 第一期 4,250
Glue 第一期 6,250
Care 第一期 4,250
Bank 第一期 50,000
Stone 第一期 4,250
Alex 第一期 6,250
Victor 第一期 4,250
Banker 第一期 4,250
Implant 第一期 4,250
Ortho 第一期 4,250
Gas 第一期 17,500
Jimmy 第一期 4,250
Charles 第一期 6,250
Pipe 第一期 4,250
Trust 第一期 4,250
Judge 第一期 4,250
Smile 第一期 4,250
Torque 第一期 4,250
合計 181,750

一般捐款 
Book 生日快樂 1,000
Alex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Implant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Jamie

1.歡喜 Tiger代理糾察 
2.  感謝社長支持協助小女 RYE 

 交換 
3.感謝對 Jamie生日祝福

3,000

Pipe 1.Tiger代理糾察 
2.味全斗六廠簽約 1,000

Tiger 代理糾察 1,000
合  計 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Bank 總歡喜 1,000
Stone 代理出席報告 1,000
Glue 8/3生日快樂 1,000
Jia-Pin 8/3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hi-Lo 8/3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贊助新北市地區身障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 105年 8月 20日 (星期六 )  

上午 7：00
地點： 中和自強游泳池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64巷9號)

本 週 節 目　第 2578 次例會
105 年 08 月 07 日

●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79 次例會
105 年 08 月 11 日

●   主講人： 開南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裴晉國 系主任

● 講題：單車運動與旅遊
●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前社長
● 召開 8月份理事會
● 樹林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