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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捐款
賴正時前總監 扶輪公益網  貳拾萬元

劉炳杉社長 (板橋西區社 ) 
12/18歲末慈善音樂會  壹萬元

張愿福前社長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劉紹榮前社長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邱馳翔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邱建明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陳錫文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敬祝生日快樂
羅國志 社友 (70.11.09)Wine
王經祿 前社長 (43.11.11)I.P.P.Terry
孔繁文 社友 (53.11.14)Johnny
汪忠平 社友夫人 (11.06)Charles夫人
林當隆 前社長夫人 (11.10)P.P.Book夫人
鄭俊彥 社友夫人 (11.12)Art夫人
黃永昌 社長夫人 (11.13)Bank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詹智民 社友 (104.11.11)Service ♥
鐘如盈 女士 (結婚二週年紀念日 )
陳文龍 前社長 (56.11.11)P.P.Ocean ♥
黃素英 女士 (結婚四十九週年紀念日 )
汪忠平 社友 (90.11.11)Charles ♥
呂家華 女士 (結婚十五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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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合併至 11月 10日第 2592次例會
本社與新北光暉社共同主辦

時間： 105 年 11月 6日 (星期日 ) 
上午 8：00

地點： 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399巷57弄20號)

~ 當天備有早餐 ~

訪問永和扶輪社
時間： 105年 1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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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 Bank社長、P.P.Oral、

P.P.Archi、P.P.Lawyer、
Wireless副社長、Stock祕書、
Jamie、Life、Jet

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 
慈善紀念音樂會

時間： 105年 11月 06日 (星期日 )  
下午 6：30入場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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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年度 RYE 
Inbound 學生

書菲蒞社月報告及領取 10月份零用金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秋季旅遊 ~
奇美博物館 新港文化二日遊圓滿成功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台北－嘉義
籌備已久的秋季旅遊 -台南 嘉義二日遊

在 Bank社長及 Tiger社友的縝密規劃與積
極鼓勵領隊及社友們期待的心情下出發了。

上午十時到達位於嘉義的向禾漁場魚塭，

體驗摸蛤、魚塭釣魚、烤東石鮮蚵、划船比

賽，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每個人都玩的不亦

樂乎。

中午假東石樺榮餐廳享受滿滿的海鮮大餐。

下午行程為新港傳統文化之旅，第一站

頂菜園鄉土館，一進入即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回

到農村生活。第二站交趾燒剪黏大石壁，新港

地區的剪粘與交趾陶術藝師位居全台之冠，因

此有「新港剪粘交趾巢」的美名，此次參觀了

原鄉四季及三醉芙蓉二大壁畫。第三站參訪傳

統製香並簡介香的製作過程及如何選購。第四

站開臺媽祖 新巷奉大宮，奉天宮為一座歷史
悠久，古蹟紛陳廟宇，除了珍貴交趾陶，廟裡

也保留歷代文物與珍貴的民間信仰文化資產。

下午七時假下榻飯店舉辦晚宴，伴隨著歌聲勁

歌、熱舞，享受浪漫之夜。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嘉義－台南－台北
上午十時三十分抵達海療碼頭，船遊台

江內海，船上有專業的解說員跟大家講解潟

湖生態及海洋資源的保育及再生，收穫滿

滿。

中午假台南慶平海鮮餐廳享受豐盛料理。

下午前往奇美博物館，博物館位於臺灣

臺南市仁德區，為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創

立，是臺灣館藏最豐富的私人博物館、美術

館。以典藏西洋藝術品為主，展出藝術、樂

器、兵器與自然史四大領域。樂器領域，擁

有全球數量最多小提琴收藏，其中包含世界

各大製琴師名作。藝術方面，典藏台灣最完

整西方繪畫雕塑，目標為建構出基礎西洋藝

術史脈絡。結束後隨即搭乘高鐵並在高鐵上

享用美味日式便當，結束愉快的台南 嘉義二
日遊活動

◎感謝 Bank社長贈送伴手禮，安平特產 - 
周氏蝦餅。

◎感謝 Tiger社友提供早餐水果。



板橋扶輪社

社區服務 -
捐贈中山國小課後傳統藝術教學計劃花絮

大觀由來

文山、七星山脈環繞台北盆地，經年林

蔭茂盛翠綠。山谷中天然湖泊散佈，水源

充沛，蜿蜒流瀉，形成大科崁、新店兩溪

再匯集四周大小溝渠，直奔淡水港（俗稱滬

尾港）出海，港中昔時漁港及商旅船隻進出

頻繁，入夜後燈火閃爍，浪影雲霞，景色幽

美，為台灣八景之一，台北盆地四季如春，

物產豐饒，工商發達。

板橋位於台北盆地西南端，亦是大科

崁、新店雙溪交流之溢口，由此浪起伏，金

鯉跳躍，如飛龍騰空之勢，令人嘆為奇觀。

緣於此一地理景觀，板橋自古即大屯、

觀音之首字以「大觀」為名，建築書社，奉

祀文昌帝君，並設學塾傳教文學，培植人

才，成為文化發祥地。

故板橋扶輪社成立時，即以大屯、觀音

山相護淡水港，金鯉跳躍變成龍為刊頭，象

徵賢良輩出，前程似錦，冀期為國家棟樑，

造福社會。

第三屆社長　邱榮隆　敬撰

捐贈當日剛好為中山國小與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交流活動

PP Torque捐贈
清寒學童課後輔導款項

社長致詞

同學們精彩的布袋戲表演

社長代表捐贈款項

 與會社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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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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次例會 10/27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6名
出席人數：40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13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rain, Duke, Golf, Infinity, Printer, Seven, 
Skin, Tech, Tile, Trust, Wireless, Wine,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汪書菲 RYE Inbound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94,250
Glue 第二期 6,250
Pipe 第二期 4,250
Service 第二期 4,250
Tiger 第二期 4,250
Genial 第二期 4,250
Miller 第二期 4,250
Silk 第一期 4,250
Silk 第二期 4,250
Smile 第二期 4,250
Trust 第二期 4,250
合計 44,500
累計 638,750

一般捐款

Silk 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生日快樂感謝大家祝福 1,000

Glue 菲律賓行程登記再取消，抱歉 ! 
Fine 2000元 2,000

Jia-Pin 生日快樂 1,000
Family 祝福 PP Lawyer生日大快樂 1,000

Stone
1.  歡喜結婚 25週年，感謝大家
祝福

2.歡喜 Care代理糾察
2,000

Care 歡喜代理糾察 1,000
合計 9,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Bank 總歡喜 1,000
Care 歡喜入厝，社長 祕書專程來坐 6,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7,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91 次例會
105 年 11 月 3 日

●   主講人： 福群律師事務所 
王叔榮 主持律師

●   講題： 最好的服務園地 
~扶輪青少年服務計劃 ~

●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   召開 11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593 次例會
105 年 11 月 17 日

●   主講人：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呂佩玲 副主任

●   講題：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應用
●   節目介紹人：林福安 社友

節 目 預 告　第 2592 次例會
105 年 11 月 10 日

● 原訂十一月十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九二次例會，為舉辦新北市第二分

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變更例會時間於

十一月六日 (星期日 )於中和烘爐地南山
福德宮舉行，中午於原場地餐敘聯誼。

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 105年 11月 11日 (星期五 )  

中午 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出席人員： Bank社長、P.P.Lucky、

P.P.Lawyer、Gas社長當選人、
Stock祕書、Franklin、 
Jia-Pin、A Cheng、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