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賴宏榮 Stock
社刊主委：吳培聖 Implant

社　　長：黃永昌 Bank　
糾　　察：孔繁文 Johnny

國際扶輪3490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2016-2017年度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社
刊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1日　第 50卷　第 7期

樹林扶輪社簡介
籌備日期：1981年2月19日
臨時社成立：1981年4月24日
R.I承認：1981年6月11日
授證日期：1981年6月30日
輔導社：板橋扶輪社

褓姆：周德傳P.P. Chemical
創社社員：24人
現在社員：56人+49(寶眷社員)
創社社長：高文良C.P. Kind
輔導成立社： 鶯歌扶輪社、樹林芳園扶輪社 

漢林扶青團、溪崑國中扶少團

姐妹社： 日本小倉西扶輪社、 
馬來西亞山打根北區扶輪社

友好社：澎湖扶輪社

2016~2017社長：黃瑞祥Rubber
2016~2017秘書：陳昱森Ethan(Eason)
例會時間：每星期五中午12：30~14：00
例會地點：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2號2樓 

(鎮南宮圖書館2樓)
電話：(02) 2682-6826
傳真：(02) 2682-9465
網址：//www.shulin-rotary.org.tw/
e–mail：rotary.sl@msa.hinet.net

扶輪基金捐獻
黃永昌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洪學樑前總監 永久基金 美金一仟元

劉祥呈前總監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賴正時前總監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張愿福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辜久雄前社長 永久基金 美金一仟元

林當隆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鄭錦玉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張煥章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四仟元

吳明田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楊明炎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薛銘鴻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四仟元 
 永久基金 美金一仟元

陳錫文社友 永久基金 美金一仟元

廖明耆社友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敬祝生日快樂
陳福源 社長當選人夫人 (08.16)Gas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王崇興 社友 (70.08.16)Canon ♥
葉秀雲 女士 (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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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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P.P. Lawyer、Gas社長當選人、 
Wireless副社長、Stock祕書、
Life、Mark

歡迎樹林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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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六 )  板橋高鐵→嘉義高鐵  
 1607次 (07:20-08:38)

10/23(日 )  台南高鐵→板橋高鐵 
 674次 (18:49-20:27)

行程：

第一天  板橋→嘉義
宿：嘉義耐斯王子飯店入住

【鰲鼓溼地漁塭體驗】

陷阱捕魚體驗、摸蛤兼洗褲、船撈海菜、魚

塭釣魚 +烤東石鮮蚵…東石產業 -文蛤 /海蚵
/海菜…介紹
【新港傳統文化之旅】

請專業導覽帶領解說 ~傳統信仰奉天宮、交
趾燒剪黏大石壁 (板陶窯 )、頂菜園鄉土館…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東石海鮮風味餐
晚餐：宴會廳晚宴

第二天  台南→板橋
【四草綠色隧道】

台江舊河道、竹筏遊綠色隧道、海堡遺跡、

紅樹林 /招潮蟹生態
【奇美博物館】

台南都會公園、藝術之橋、戶外裝置藝術、

常設展參觀 ~兵器 /樂器 /西洋藝術繪畫雕塑
/自然標本…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府城食府
晚餐：風味便當

◎敬邀各位社友闔府踴躍參加

一、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

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 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

元。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 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

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獎助。

(1)  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

究及支付學費者。

(2)在校成績優良年齡三十五歲以下為原則。

(3)在各扶輪地區或就學地區設籍者。

(4)非扶輪社員 (包括名譽社友 )之子女者。

(5)非在職進修者為原則。

(6)出具本筆獎學金不得挪為他用承諾書者。

(7)  具有學術方面特殊才能或貢獻，並於畢

業後有志回饋扶輪者。

(8)申請學生必須經由各地區扶輪社推薦。

(9) 每一扶輪社以推薦一名學生為原則。但

在二Ｏ一六年八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

日前捐款（含認捐承諾）每超過新台幣

二十萬元，得以「扶輪社」之名冠名獎

學金，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乙名，每超

過新台幣十五萬元得優先推薦碩士班學

生乙名，捐款愈多，優先推薦名額愈

多。

四、申請日期：

申請人於二Ｏ一六年八月十六日起至九

月三十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連同有關證明

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如發

現重覆申請者，即取消其資格。

五、評審及公告：

• 初審： 由各扶輪社成立初審委員會，審核

申請必備文件及家庭訪問。

• 複審： 由各地區總監辦事處成立複審委員

會，就專業及人品等面試複審。

• 決審： 由基金會召開董監事會議審定得獎

人名單並公告之。

秋季旅遊
台南奇美博物館
新港文化二日遊

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 
評審及頒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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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板橋扶輪社

德淵企業成立於 1976年，自高性能接著劑、高分子特殊化學品的進口貿易起家。而
後，開始自行研發、生產、銷售環保型合得妙 ®熱熔膠、3秒 ®瞬間膠等接著劑。3秒 ®
膠成為家喻戶曉的瞬間接著劑之代名詞；且合得妙 ®熱熔膠成為台灣著名領導廠商。近年
來，德淵除了積極地在熱熔膠、特用化學品之各類型接著劑領域深耕之外，也將觸角延伸至

醫療設備之高溫高壓滅菌鍋的領域。並時時以環保為首要考量，從不忘記以扮演保護地球為

己任。在德淵的成長過程中，得之於客戶的需求及供應商的支持，彼此密切產銷合作，以優

良產品創造共同利益與成長的機會。

社長代表贈送麵線予 70歲以上之社友

P.P.Lion獻花予夫人祝情人節快樂 ♥♥♥

板橋扶輪社職業參訪圓滿成功！！

祝賀 PP Ocean公子 陳子健醫師榮獲博士學位

慶祝父親節畫畫比賽，獻給親愛的父親

德淵創立四十週年慶祝酒會暨經營成果展覽會 
暨板橋扶輪社職業參訪花絮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花絮
爐邊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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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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次例會 8/7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10名
出席人數：72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第一期 181,750
Archi 第一期 6,250
合計 188,000

一般捐款 

Glue 感謝 40週年酒會及展覽會社長
及社友大家光臨

20,000

合  計 2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a 8/10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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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運動中心-游泳館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50之1號)
參加人員： Bank社長、Stock祕書、

Schooling社區服務主委

社區服務-無限視界 擁愛飛翔 親子音樂會
時間： 105年 8月 21日 (星期日 )  

晚上 7：00-9：00
地點： 新北市政府3樓多功能演藝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3樓)

2016-2017 年度 RYE Inbound 
學生 Sophia 班機抵台時間

時間： 105年 8月 20日 (星期六 )  
下午 5：10 長榮航空 BR0870

地點：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

社區服務～ 105 年三峽大豹溪 
假日防溺勤務觀摩、淨溪活動 

及優良志工表揚
時間： 105年 8月 21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17：00
地點： 三峽大豹溪、大板根休閒山莊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80號)
參加人員： Bank社長、P.P. Building、 

PP. Apple、P.P. E.Fu.Ku、
P.P. Glue及夫人、Stock祕書、
Schooling社區服務主委、Duke

光復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典禮
時間： 105年 8月 28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報到 10：30開會
地點： 光復高中地下室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7號)

~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一同參與 ~

節 目 預 告　第 2580 次例會
105 年 08 月 18 日

●   主講人： 駐海地共和國公使 呂慶龍 大使
● 講題： 安地列斯之珠：海地見聞 –以感恩

的心從分享外交專業經驗談起

●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 板橋南區扶輪社來訪

本 週 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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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