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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板橋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6年 2月 25日 (星期六 )
地點： 力馬生活工坊

(苗栗縣造橋鄉慈聖路二段280巷11號)

~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踴躍參加 ~

當天行程如下：

7：2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7：30 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9：00苗栗向天湖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向天湖 )
10：30南庄老街
12：30龍華小吃享用中餐
  (苗栗市金龍街 122號 )
14：30明德水庫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路 )
16：30力馬生活工坊

春季旅遊春季旅遊
八仙山森林‧華陶窯‧永豐棧八仙山森林‧華陶窯‧永豐棧

渡假二日遊渡假二日遊
時間：106年 3月 4-5日行程：
第一天  板橋→台中  宿：永豐棧酒店入住
早上 6：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7：00  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

 馥華飯店集合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谷關四季溫泉泡湯樂】

早餐：MOS早餐  午餐：龍谷餐廳  
晚餐：飯店阿利海鮮

第二天  台中→板橋
【台中歌劇院參觀】、【戀戀 ~華陶窯】
早餐：中西自助早餐  午餐：華陶窯
晚餐：上海鄉村 (第三次爐邊會 )

2017-2018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2017-2018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 106年 2月 19日 (星期日 ) 
上午 9：30報到 10：00開會

地點： 新莊典華六樓
(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

參加人員： Gas社長當選人、P.P.Torque、
Park、Green

敬祝生日快樂敬祝生日快樂
陳錫文 社友 (61.02.14)Care
林志郎 前社長 (31.02.15)P.P.Shi-Lo
蔡居祥 社友夫人 (02.15)Jet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張愿福 前社長 (47.02.12)P.P.Jyi-Lih ♥
張柯菁 女士 (結婚五十九週年紀念日 )
吳明田 前社長 (59.02.13)P.P.Miller ♥
吳謝惠美 女士 (結婚四十七週年紀念日 )

Vol.50 No.29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賴正時 前總監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 ~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 106年2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0：00
地點： 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90號)
參加人員： Bank社長、Gas社長當選人、

Stock祕書、Charles、Green、
Johnny

祝您

雞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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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

專題演講摘錄 -
發現溼地之美

荒野保護協會 鄭文欽 推廣講師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發現溼

地之美。說到自然環境，森林、海洋、河

流，草原 ...大家都耳熟能詳，那麼溼地呢 ?
以這張照片為例，這裡是宜蘭的五十二

甲，你覺得它美麗嗎 ?它是溼地嗎 ?與你印
象中的溼地一樣嗎 ?今天，就讓我們透過這
場簡短的分享，大家一起來重新認識溼地。

看看溼地裡豐富的生態，有趣的生命故

事，進一步了解溼地與我們的關係。

溼地是指無論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

時、靜止或流動；淡水、鹹水或半淡鹹水，

由沼澤、沼泥地、泥煤地或水域構成的區

域；包括水深在低潮時不超過六公尺的沿海

區域。

溼地的類型：溼地有很多種分類方式。

有依照地理位置，分為海岸與內陸濕地，有

依照水質分為淡水、鹹水與半鹹水濕地，也

有依照形成方式分為人工和天然濕地。

水是生命的源頭，而泥土中蘊藏著許多

種子及養分，當水與土相遇，就會長出植

物。

有水、有土、有植物，就會吸引其他小

動物們前來覓食與棲身，逐漸形成一個溼地

生態系。

內政部營建署評選出，82處國家重要溼
地，並再區分為國際級 2個，國家與地方級
各 40個。



板橋扶輪社

而溼地保育法也已經於 104年 2月 2日
正式實施。

那溼地為什麼需要保護，因為溼地不僅

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時也是許多生物

棲息繁衍的家。所以保護溼地不只是在保護

環境，也是在保護生物們的佳。讓溼地裡的

自然資源可以被永續利用，更讓溼地成為人

類與其他生物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很多溼地有荒野努力的足跡。例如北部

地區，挖子尾、五股溼地、新竹香山溼地

都有觀察定點，解說員長期在此地做生態

觀察和紀錄。新竹蓮花寺溼地有志工在作溼

地植物的復育。在荒野與在地環保人士努力

之下，原本計畫開發的馬祖清水溼地得以保

留，原本被破壞的宜蘭雙連埤溼地也被畫作

保護區。東部知名景點花蓮馬太鞍濕地也有

荒野解說志工投入其中。南部地區也有很多

著名的沿海溼地，例如國內唯二的國際級溼

地，台南的曾文溪口溼地和四草溼地，都在

南部的台江國家公園內。

台灣溼地的危機 
這些事的發生都有其歷史背景，可能沒

有對錯，我們不是要指責誰做錯什麼，而是

要讓大家了解這些問題，或許未來我們能因

為了解，而能避免問題的發生。

1.水泥化的危機
2.不當的親近方式
3.廢棄物及環境惡化的危機
4.外來入侵種危機
5.過度開發的危機

總監來函照登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  公告 2019-2020年度地區總監提

名人選案

說明：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4章第 14.020.條
規定辦理。

二、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 2016年 12月
12日假 Mega50召開總監提名候選人
審查會議，資格審查結果候選人符合推

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投票通過五工

扶輪社 前社長 張秋海為 2019-2020年
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 本地區 2016年 12月 12日國扶辦字
第 201617136號函送地區總監提名人
遴選結果，並公告各社若有意挑戰之候

選人，請於 2017年 1月 13日前提交
相關資料至地區辦公室。至截止日因無

接獲任何扶輪社提交挑戰之送件信函，

故公告前社長張秋海當選為 2019-20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2 月份高爾夫球賽2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6年 2月 21日 (星期二 ) 

上午 10：30報到 11：00開球
地點： 寶山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寶新路二段

465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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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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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4次例會 2/2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名　補出席人數：24名
出席人數：35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18名　出　席　率：8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 Banker, Boss, Canon, Charles, Family, 
Food, Genial, Golf, Jamie, Michael, Ortho, 
Pipe, Sticker, Tile, Trust, Wealth, 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鄭文欽推廣講師荒野保護協會 本 社
P.P.Life 基隆西北區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56,000
Care 第三期 4,250
Stone 第三期 4,250
Glue 第三期 6,250
Tile 第一期 4,250
Tile 第三期 4,250
Victor 第三期 4,250
Charles 第三期 6,250
Skin 第一期 4,250
Skin 第二期 4,250
Banker 第三期 4,250
Book 第三期 6,250
Building 第三期 4,250
合計 57,000
累計 1,013,000

一般捐款

Alex 結婚四十二週年歡喜 1,000

Lucky 1.跟大家拜個晚年 
2.夫人生日快樂 2,000

Young 新一年祝社長及全體社友健康快樂 2,000
Green 祝 PP及社友們新年快樂 1,000

Stone
1.歡喜 Tiger代理糾察
2.歡喜代理聯誼及新春第一次例會
與各位 PP、社友見面

2,000

Care 新春例會大家快樂 1,000
Tiger 新春大吉大利、代理糾察 1,000
合  計 1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Steven 歡喜 Young出席例會 1,000
Tech 2/3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ames 2/4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kin 2/9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605 次例會本 週 節 目　第 2605 次例會
106 年 2月 12 日106 年 2月 12 日

● 春節團拜暨女賓夕

節 目 預 告　第 2607 次例會節 目 預 告　第 2607 次例會
106 年 2月 23 日106 年 2月 23 日

●  原訂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六○七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新竹

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二

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下午 5：30於力馬
生活工坊舉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606 次例會節 目 預 告　第 2606 次例會
106 年 2月 16 日106 年 2月 16 日

● 主講人：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汪忠平 合夥會計師

● 講　題：嘉威人·扶輪情

● 節目介紹人：何溪泉 前社長
● 召開 2月份事會

第三次爐邊會議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6年 3月 5日 (星期日 ) 下午 6:00
地點： 上海鄉村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7樓）
爐主： 楊博顯 楊東卿 簡哲雄 盧政治 李文良 

何溪泉 李明川 蕭錦聰 張愿福 詹智民 
張　凱 劉紹榮 林德明 楊明炎 江能裕
王崇興 曾文淵 商村田 邱馳翔 黃志光

~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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