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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商村田 社友 (39.09.10)Sticker

黃志光 社友 (43.09.16)Wealth

葉文德 前社長 (25.09.20)P.P.Gyne

劉張安 社友夫人 (09.10)Music夫人

陳志誠 社友夫人 (09.15)A Cheng夫人

江能裕 社友夫人 (09.19)Family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邱建明 社友 (70.09.08)Jia-Pin ♥

陳春葉 女士 (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
商村田 社友 (60.09.14)Sticker ♥

商王滿足 女士 (結婚四十一週年紀念日 )
王經祿 前社長 (69.09.16)I.P.P.Terry ♥

李淑媛 女士 (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

永結同心 珍珠婚紀念
林明正社友 Frank與夫人潘冬次女士

於 9月 21日歡度結婚三十週年，祝福兩

位永遠幸福快樂。

指定用途捐款
鄭錦玉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壹萬元
邱馳翔社友  菲律賓WCS-嗎拉汶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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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社長當選人 Ian Riseley  
訪台歡迎晚會

時間：105年9月12日(星期一) 下午 5：30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
參加人員：Bank社長、Stock祕書

 賀金榜題名 ~ 恭賀社友子女孫兒
於本年度考取學校

社友 
姓名

子女孫 
兒姓名

性別 年齡 考取學校

羅浚晅 羅厚誠 男 17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
系

陳山志 陳信輔 男 18 台灣大學醫學系

陳嘉彬 陳玟瑾 女 22
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生醫工程 
碩士班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
續盟典禮暨中秋女賓夕

土城社 Cable社長組團蒞臨訪問 2016.09.01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例會記要 2582次例會
（9月 1日）

專題演講摘錄 - 
影像。從心

攝影講師 周兆志 老師

旅行•是為了開闊自己的視野

攝影•是為了紀錄當下的感動



板橋扶輪社

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 敬邀各社眷屬及眷屬社友參與聯誼

活動。

說　明：

一、 為促進本地區眷屬參與扶輪，寶眷聯誼
活動委員會於本年度特別安排寶眷活

動，活動資訊如下，請各社踴躍報名參

加。

時間： 2016年 12月 8日 (四 ) 
10:30-15:30

地點： 台北喜來登飯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號 B1）

報名人員：寶眷及寶眷社友優先

費用：1000元 (含午餐 伴手禮 )
報名時間： 自9月1日起至9月30日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報名方式： 本次活動採取線上報名，

請各社執行秘書協助報名。

網址： https://goo.gl/forms/
Qf7qU9gRk9LpRzpx2

二、 活動費用請各社統一匯款至地區辦公
室，請務必註明社名俾利核銷。

戶名：國際扶輪 3490地區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板橋分行
帳號：05-000-122795-2

9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年 9月 20日 (星期二 )  

上午 11：00報到 11：30開球

地點： 幸福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71-2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高爾夫運動的由來

高爾夫運動，據文獻記載，是於 14、

15 世紀，蘇格蘭鄉村牧童，在牧牛閒暇

時，以樹枝擊石所玩的遊戲演變而來。

“高爾夫”乃英文“GOLF”一詞譯

音而來，它的四個字母延伸成四個英文單

字 Green、Oxygen、Light 和 Friendship

的字首拼組而成。

G 代表 Green 綠色〈大自然〉、O 代

表 Oxygen氧氣〈空氣新鮮〉、L代表光線

〈陽光〉、F 代表 Friendship 友誼〈以球

會友〉。此種綠意盎然遠離塵囂，接近大自

然，新鮮空氣，陽光普照且充滿人際間友

誼交流機會的運動，對於現代人類追求健

康，融合疏離感，陶冶心胸，有其奧妙的

正面價值。

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慈善紀念音樂會
主辦單位： 國際扶輪 3490地區／板橋西區扶輪社
日　　期：2016年 9月 28日 (星期三 )
時　　間：18:30入場 / 19:00準時開始
地　　點： 新北市政府3樓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3樓)
演出團體： 孫文軒胡琴團、八方位樂團以及弦風樂團
 各社配票，以社友人數乘上 40%(例如社友人數

100*40%=40張 )
 請於 9月 5日 (星期一 )前請將確認單 E-Mail至： 

panhsi520@gmail.com(E-Mail完請來電 02-8967-0562
確認謝謝 )

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 劉炳杉暨全體社友 誠摯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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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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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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21名
出席人數：52名　免 計 出 席：10名
缺席人數： 8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oss, Charles, Frank, Golf, Infinity, Max, Tea, 
Wealth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49,250
Service 第一期 4,250
Joe 第一期 4,250
Carbon 第一期 4,250
Sticker 第一期 4,250
合計 17,000

累計 279,000

一般捐款 

Bank 1.歡迎土城社 Cable社長帶隊來訪
2.買時間 2,000

Carbon 歡迎土城社來訪 1,000

Lion 歡迎土城社 Cable社長及 PP 
Talking帶隊來訪 1,000

Lucky 歡迎土城社來訪 1,000
Book 歡迎土城社來訪 1,000
Jyi-Lih 生日快樂 1,000
Torque 歡迎土城社來訪 1,000
Glue 歡迎土城社 Cable社長及社友來訪 1,000

Lawyer 歡迎土城社 Cable社長、同學
PP Sugar組團來訪 1,000

Stone 謝謝大家祝福，太太生日快樂 1,000
Tiger 歡迎土城社社長 Cable帶隊來訪 1,000
土城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5,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Stock 9/3生日快樂 1,000
Mark 歡迎土城社來訪 1,000
E.Fu.Ku 9/1生日快樂 1,000
Land 9/7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2017-2018 年度長期派遣推薦社 
暨派遣家長講習會

時間： 105年 9月 11日 (星期日 )  
下午 1：00 報到

地點： 輔仁大學國璽樓 - 
醫學大學一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

參加人員： Bank社長、Wireless副社長、
Jet、Schooling、Stone

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 105年 9月 27日 (星期二 )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Bank社長、Gas社長當選人、
Wireless副社長、Stock祕書、 
Green、Implant、Tiger、
Schooling、Stone、Wine

節 目 預 告　第 2584 次例會
105 年 09 月 15 日

●   適逢中秋連假，休會乙次。

本 週 節 目　第 2583 次例會
105 年 09 月 10 日

●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續盟典禮暨中秋女賓夕

節 目 預 告　第 2585 次例會
105 年 09 月 22 日

●   主講人：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林士凱 助理教授

●   講題：如何享受古典音樂
●   節目介紹人：張瑞仁 前社長
●   召開 9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