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板橋中區社、新北市社、板橋群英社 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例 會 記 要 

01 月 05 日   第 1336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主講者廣播節目主持人高志斌先生、

Toms 夫人林春鳳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Aero、Life夫人、P.P.Fuku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 Dental、Bright 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7) 感謝社友 sunny 致贈全體社友春聯。 

(8) 例會結束後召開一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9)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

訂於一月十二日(星期六)十二時假新北

市農會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

裝出席例會。 

(10)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月

十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

眷儘速報名參加。 

(11) 名牌架上為一-三月份社費繳款單，

敬請社友攜回並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社

費繳納。 

(12)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謹訂於一
月十三日(星期日)與板橋團、中和團三
團聯合例會暨社區服務捐血活動假台北
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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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堂舉行，捐血時間為早上九點到下午五

點。敬邀各位 UNLCE 共襄盛舉。 

(13) 慶祝春節晚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謹訂於

二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板橋擔仔麵餐廳舉行。 
      爐主：張宏陸、李水日、謝鑫浩、曾韋傑、 

           周肇原、鄭德文、李郁文、邱明政、 

           張茂樹、劉炳華、吳振斌、林順正、 

陳偉信。 

 社友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高志斌先生 

學歷：美國愛荷華州柏林頓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哲學系博士 
   曾任：行政院研考會諮詢委員、國大代表 

   現任：國軍人才訓練班、警察大學教廣中心

專任講師、空中大學育成中心講師、

廣播節目主持人 

上床夫妻、下床君子-談兩性關係 

  

 

 

 

 

 

 

 

 

 

 

廣播節目主持人 高志斌先生 

婚姻的四大收益 

1.可透過勞動分工，實現比較利益和遞增報酬。 

2.互相提供信用，協調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 

3.可分享家庭共有品，如子女、彼此的智慧、風

格、知識。 

4.防災保險，生病會有人照應。 

為甚麼想結婚? 

1.歷史因素：傳宗接代、男尊女卑。 

2.經濟因素：分工合作，男主外，女主內。 

3.社會因素：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生七劃

→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女生三劃→三分

靠打拼，七分天注定） 

4.心理因素：怕寂寞孤獨，或分享生命的喜悅。

（叔本華說：愛情的海有多深，沒有人知道，

進去靠感性，出來靠理性；男人是感官視覺的

動物，女人是感性心靈的動物。） 

5.生理的因素：a.性的需要。b.物質上不虞匱乏

的追求，也是另一種滿足的欲望。 

古今男女交往的差異： 

<古時>： 

1.時代的特徵：媒妁之言的父權社會。 

2.空間地域的狹小：穩定的土地價值，安穩的生

活是一般人的理想。 

3.傳統的觀念：以父為綱、以夫為綱、以子為綱，

此之謂三從；對女性的行為約束即婦德、婦容、 

婦言、婦功，此之謂四德。 

<今時>： 

1.能力的高低：有無未來性，就業全球化。（時

間和空間的阻隔） 

2.收入多少：多與寡，決定生活的品質。 

3.態度的好壞：家庭的教養縮小了門當戶對的差

距，有好學歷，可還要有好身段，包括負責任

與為人誠信或擔當、善良、熱誠和尊重彼此的

隱私權。 

夫者扶也，妻者棲也；詩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在本質上，婚姻就是一種投資行為。 

十一、二十歲之前結婚的夫妻肉體夫妻。 

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夫妻恩愛夫妻。 

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的夫妻忙盲夫妻。 

四十六蹈五十五歲的夫妻同志夫妻。 

五十六到七十歲的夫妻患難夫妻。  

夫妻生活能不能保持穩定，主要在於＂交換

＂價值上能不能保持平等，從經濟學角度來看，

婚姻生活就是交換，即雙方的付出和得到的交

換。 

 社長Lan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高教授小社

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Junior、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狀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第三次爐邊會 

時間：02 月 1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爐主：張宏陸、李水日、謝鑫浩、曾韋傑、 

周肇原、鄭德文、李郁文、邱明政、 

張茂樹、劉炳華、吳振斌、林順正、 

陳偉信。 

 



一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5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劉炳宏、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李榮鏗、 

劉炳華、吳振斌、黃文龍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三月份行事曆 

        03/02 第 1344 次例會，「2013 運勢分

析」名演說家 鍾曜陽先生。 

03/09 第 1345 次例會，延至三月十日 

舉行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 

        03/16 第 1346 次例會，「金山銀山，

不如小三嗎?談婚姻法律」國立空中大

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沈中元先生。 

        03/23 第 1347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 張文吉先生、陳煒糴先

生專題報告。 

        03/30 第 1348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何文章先生因事務繁忙申請退

社。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 

社區服務&公共形象-送愛到蘭陽捐贈生命能量水生成器 

時間：1月 4日(星期五)10:00 

地點：宜蘭縣政府 

在歲末寒冬之際，關懷弱勢族群是政府現階段首要工作，也是扶輪社一直以來所關注的服務

項目。適逢現今經濟不景氣，社福團體對外募款不易，更何況欲改善弱勢團體的飲水問題以及健

康問題。 

感謝本社社友前總監郭道明(P.D.G.Trading)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響應國際扶輪「改善水

資源、預防疾病」活動，提供五台生命能量水生成器予資源不足的宜蘭地區社福團體(人安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蘭陽智能發展學苑、私立懷哲復康之家、

私立竹安身心障礙養護院)，更當場允諾五個受捐贈單位，將免費永久提供更換濾心服務，讓受捐

贈單位能永久透過優質的飲水設備，得以享有乾淨、健康的水源。 

本社希望透過實際關懷社區的行動讓弱勢團體生活品質獲得改善，更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

更多善心人士的共鳴，讓更多人投入政府關心不到的角落，讓台灣社會更美好、更祥和。 

 

 

 

 

 

 

 

 

 

 

 

 

宜蘭縣縣長林聰賢先生代表五個社福團體致贈

本社感謝狀 

 



本週節目 

一月十二日 

第 1337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 註冊聯誼五樓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三樓 

13:30 專題演講 

14:40 鳴鐘閉會 

 主講：奇哥公司董事長 陶傳正先生 

 講題：快快樂樂過一生  

 

下週節目 

一月十九日 

第 133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連耀霖 社友 

 主  講  者：蜂本舖-廖家蜂蜜負責人 

               廖信恆先生 

 講      題：蜜蜂的生態與養生課程 
 
 

敬祝 生日快樂! 
林順正社友(01.15) 

吳得利社友(01.18) 

劉孟賜社友夫人(01.12)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社友(01.17)12 年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4:00 

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羅國龍、劉炳宏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1月05日   第133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7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Frank、Herbert、Investor、 
Jason、Jerry、Jeremy、Kevin、Ming-Long、 
Noni、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1月05日   第133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18,500
Bright 2,000 Master 2,000
Dental 2,000 Otoko 1,000
Junior 1,000 Roberta 1,000
Just 1,000 Smile 1,000
Justice 1,000 Stainless 2,000
Land 5,000 Sunny 1,000
Lankes 1,000 Toms 1,000
Life 2,000 Trading 2,000
Lobo 1,000 Wood 1,000
Masa 1,000  
小計：      $29,000 總計：    $747,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30,200
Kevin 5,200 Tea 7,700
Land 16,450 Wood 7,700
小計：      $37,050 總計：    $667,250
 

頒發台灣慈幼會孩童獎助金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板橋國小(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2 號) 

 

捐贈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病床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3:30 

地點：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