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國 106 年 9 月 21 日   第 51 卷  第 13 期 Vol.51 NO.13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林明正 社友(75.09.21)Frank 
潘冬次 女士(結婚三⼗⼀週年紀念日) 
李明川 前社⻑(65.09.25)P.P.Water 
莊月淑 女士(結婚四⼗⼀週年紀念日)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參加柬埔寨 WCS 活動計劃 

訂於十⼀月十四日啟程  
今年度世界社區服務於柬埔寨舉行，希望幫助

金邊市和平小學點亮 42 間教室，並提供安全的飲

用水和清潔用水及重建 8 間廁所，為全校師生義

診、義檢，鋪設校園步道，以確保兒童行的安全。 

在 Gas社長及 P.P.Alex國際主委積極邀約，於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啟程，預定十一月十八日(星

期六)返國。此次團員有：Gas 社長伉儷及千金伉

儷、P.D.G.Syo-Tei伉儷、P.P.Alex伉儷、P.P.Diamond

伉儷、P.P.Miller伉儷、P.P.Silk伉儷、P.P.Terry、P.P.Water

夫人、Park祕書、A Cheng社友伉儷、Care社友及

公子、Genial伉儷、Green社友夫人、Judge社友、

Smile 社友、Stone 社友、Tiger 社友、來賓張慶林

先生、黃清雅先生、張錦水先生，於此謹祝旅途愉

快，圓滿成功。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贊助新北市地區    

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身心障礙人士橫渡日月潭    

新北市身心障礙泳游協會每人皆以挑戰橫渡

日月潭為最終目標，深深期望每位身障朋友們不要

放棄自己，別人能的事情您們也能做，讓我們在相

互扶持和鼓勵下，勇敢迎自不同的挫折。 

是日由 Gas社長帶領 Park祕書、Trust社區主

委伉儷共同參與此項具有義意之社區服務。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賴正時前總監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貳拾萬元 

賴正時前總監 地帶研習會 參萬元 

陳嘉彬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拾伍萬元 

楊東卿前社長 中山國小弱勢學童助學金 

  陸萬元 

謹悼 
高明正前社長慟於 106年 8月 16日緣盡捨報，

享壽 85歲，噩秏傳來，全體社友深感悲慟，特

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9月 26日(星期二)上午九點假板

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朕知道了朕知道了朕知道了朕知道了，，，，你知道朕嗎你知道朕嗎你知道朕嗎你知道朕嗎????    

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    

 
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 梁惠生 理事長 

清高宗乾隆皇帝生於 1711年、卒於 1799年，

在位六十年（1736-1795）。退位之後又當了三年

的太上皇帝，仍然掌握政權。是長壽且在位時間

長的皇帝，因此有十八世紀皇帝的稱號。在位時，

曾經親自考訂文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置

清宮典藏；故也有人把他看成是首席博物館館

員。特別是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

宮博物院和瀋陽故宮、熱河行宮，與南京博物院

中的傳世藏品，因多數皆可追溯出乾隆皇帝親手

典藏的痕跡，而明顯地反映出他鑑賞文物的經過。 

中國歷史上最長壽、最有福、親見七代、上

見祖父、下見玄孫，享有五福五代堂、可謂洪福

齊天的皇帝，乾隆 12歲時，第一次見到他祖父康

熙，康熙十分喜愛，並帶在身邊撫為他批的八字

批注，清宮檔案，大富大貴的命。 

乾隆創造了清朝盛世，是古今第一收藏達

人、是文創大師、是文人皇帝、也是深情天子，

你認識的是那一位乾隆？ 

沒有乾隆就沒有故宮，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

文武雙全，在位六十年間國力鼎盛，是中國史上

最好命的皇帝，透過故宮收藏文物，談其人其事。

清高宗乾隆把玩古今、融會東西，是中國最會「玩」

的皇帝。學者粗估，兩岸故宮（台北六十九萬件，

北京逾一百五十萬件）加上戰亂中流落全世界

的，故宮藏品高達兩百多萬件，其中一半以上出

自清朝，尤其是乾隆任內所燒造、蒐羅的寶物估

計高達其中的七成。 

玩這麼大，是因為他最有條件。從夏朝到滿

清，中國四千年世襲帝制長河中，輪番登場了大

約一千位君王。若要票選最「好命」皇帝，乾隆

一定拔得頭籌。 

做為中國歷史上最有權有錢的收藏家，乾隆

是文物的蒐羅者、整理者、仿製者、創新者，可

能也是最大的「糟蹋者」。關於他和故宮的故事，

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但可以透過以下幾個層面去

勾勒。 

乾隆一朝，對古文物的蒐求整理、研究考訂

亦不遺餘力。先後有各種器物、書畫、善本古籍

等目錄的整理與編纂。乾隆本人對古文物的賞

鑑、製作亦頗具新意。由於他的雅好轉為國政之

一環，為豐碩文物典藏奠定良好基礎，也同時為

古文物研究考訂開展了新的局面善本一辭，始於

北宋。凡是古本，流傳稀少的圖書，經過審慎校

勘無誤的寫本，近代校刻很精的版本，以及註釋

精當的圖書皆可稱曰善本。 

審美觀：貴古崇洋愛奇巧－乾隆不是至情唯

美的藝術家皇帝，他的一切品味，背後都有「帝

王形象」的考量，都以「統治」為出發點。「端嚴、

華麗，有西方巴洛克主義的裝飾風格，但又不能

失去帝王的大器風範。」這是學者們對乾隆審美

觀的一致看法；「以古為貴，以洋為美」，則是這

種審美觀的表現。首先，乾隆是很「崇古」，而這

跟「繼承中華道統」的用心有關整理觀：井然有

序入圖鑑－乾隆是個工作狂，也是個秩序狂。他

喜歡井井有條，將一切事情牢牢掌控在自己手

裡，而這種個性也反映在文物對待上。 

收藏觀：蒐遍古今最狂熱－由於乾隆喜歡骨

董珍玩，而百官投其所好，收藏面向廣泛，四處

蒐羅進貢。 



 

 

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    

乾隆的收藏同時也帶動了全中國的文物熱

潮。而故宮也在其狂熱蒐羅下成為文物寶山，然

而後遺症也是極大。前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曾

有專論指出，乾隆「視文明遺產為個人私產」，並

以「子子孫孫永寶用」做為珍愛文物的出發點，

讓中國藝術始終停留在封建格局裡，無法廣被民

間欣賞。 

歷史是諷刺的，一心想「家天下」的乾隆，

最終打造了故宮這偉大的博物館，但這不是他的

本意。只能說倘若地下有知，對於自己的「被貢

獻」，他或許與有榮焉吧？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行程：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宿：武陵富野渡假村入住 

早上 6：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大同˙南山】、【福壽山農場(天池/達觀亭/小瑞

士美景/蘋果王】、【高山音樂會/夜觀星象/武陵富

野 SPA水療…】 

早餐：MOS早餐  午餐：梨山賓館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武陵農場桃山瀑布或場本部巡禮】、 

【果園採蘋果】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富野自助火鍋 

晚餐：甲富哥餐廳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106年 10月 1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 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原訂 10 月 5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39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2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6年 10月 25日(星期三) 

地點：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當天當天當天當天流流流流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 

11:30 報到、聯誼各社幹事、聯誼 

11:45 餐敘 

12:45 鳴鐘宣佈聯合例會開始-十二社社長 

12:46 唱扶輪歌 

12:51 介紹貴賓及各社來賓司儀 

12:56 祝賀生日快樂及結婚紀念 

13:01 社長代表致詞-台北西區社 Alan社長 

13:05  3481地區總監致詞-洪振攀 DG J.P. 

13:09 介紹主講人-台北西區社 Henry 

13:12 唱歡迎主講人-西門社 

13:13 專題演講 

主講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康寧祥董事長 

13:53 致贈紀念品及社旗-台北西區社社長贈禮

金、十二社社長贈社旗 

13:56 致謝詞-台北西北區社 

14:00 鳴鐘閉會十二社社長 

�原訂10月 26日(星期四)中午之第2642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017-2018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

金學生推薦將於 9 月底截止，敬請各位社

友踴躍推薦學生，感謝。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台北西北區扶輪社台北西北區扶輪社台北西北區扶輪社    

授證授證授證授證 57575757 週年紀念晚會週年紀念晚會週年紀念晚會週年紀念晚會    

時間：106年 9月 23日(星期六)  

下午 6：00註冊 6：30開會 

地點：典華旗艦館 6 樓-花田盛事廳 

(台北市植福路 8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P.E.Fu.Ku、P.P.Oral、 

P.P.Bueno、P.P.Archi、Michael 副社長、

Park祕書、Duke、Judge、Schooling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8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rt,Brain,Frank,Franklin,Food,Jamie,Jet 

Joe,Land,Pipn,Seven,Sticker,Stock,Tech,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張慶林 律師 慶揚法律事務所 本 社 

廖翊言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

獎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70,000 

A CHENG 第一期 4,250 

CHARLES 第一期 4,250 

GOLF 第一期 4,250 

WINE 第一期 4,250 

JYI-LIH 第一期 4,250 

合計  21,250 

累計  291,250 

一般捐款 

Gyne 生日快樂 1,000 

Gas 總歡喜 1,000 

Lucky 前受獎學生廖翊言同學來社 1,000 

Ortho 幸運成功騎單車上武嶺 1,000 

Genial 總歡喜 2,000 

Johnny 
大兒子考上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電機系 
1,000 

合計  7,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Terry 9/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Wealth 9/16生日快樂 1,000 

A Cheng 9/15夫人生日快樂 1,000 

Family 9/19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ticker 9/1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7 次例會 

                         106年 9月 21日 

●主講人：歐客佬咖啡廣場 王懋時 執行長 

●講題：咖啡品位鑑賞 

●節目介紹人：葛家勛 社友 

●召開 9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8 次例會 

                         106年 9月 28日 

●新社友高智堅 James Kao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