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2 日   第 1337 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

社聯合例會，由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兩

社主辦。 

 下午一時，板橋西區社社長 Pioneer 鳴鐘開

會。 

 聯誼活動由板橋西區社聯誼 Eason、板橋中

區社聯誼 Ruby 主持，歡唱「扶輪頌」、「扶

輪社友我們歡逢您」、「這是咱的扶輪社」

並慶祝本週生日壽星、結婚週年者。 

 秘書報告由板橋西區社秘書 Jay、板橋中區

社秘書 Sony 報告八扶輪社訊息。 

 出席報告由板橋中區社出席Sunny報告八扶

輪社本週社友出席狀況。 

 板橋西區社節目主委 Max 介紹主講者「奇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陶傳正先生資歷。 

陶傳正先生祖籍山東省蓬萊縣，台灣舞

台劇、電視劇演員。同時為國豐實業、奇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自 1999 年 7 月，迄

2007 年三月，長達八年時間。在台北之音廣 

播電台，主持「On The Road Again」、「台

北週末樂陶陶」、「Back To The 70」、「陶

爸 On The Road」西洋音樂節目。1999 年因

華視劇場《出走》，入圍金鐘獎單元劇最佳

男主角。2009 年 9 月，因公視人生劇展《想

畫》，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男主角。2010

年，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中國文藝獎章

─影劇表演獎的殊榮。在商業周刊撰寫旅遊

專欄《董事長嬉遊記》，並在奇哥發行「陶

冶」季刊；著作《名人下午茶—陶 傳正時

間》、《陶爸戲人生─Fun 輕鬆世界大不同》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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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樂樂過一生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陶傳正先生 

「人生的要求不要多，有也好，沒有，也沒

什麼不好！」秉持「想得開、懂得活」的知足念

頭，在董座角色外，用戲劇、音樂和旅行為自己

編織出人說「『玩』美」的快意人生。 

別看我總是滿臉的愜意笑容，也曾歷經負債

15 億元，每天面對討債長龍的日子。苦撐公司的

日子不好過，公司營運慘況，就像打地鼠遊戲，

幾乎是見一個問題，就想辦法解決一個。  

那段期間，我每晚睡前禱告，乞求上帝讓我不要

醒來，面對醒後的痛苦。即使如此，我還是「飯

照吃、覺照睡」、「好好的度過每一天、每一秒，

此生已足夠。」知足於食和眠，顯見我對人生少

有欲求，不汲汲營營於商場競爭，反而是童心未

泯的多方嘗試，把握人生難得的機會。  

    我意外的一頭栽進戲劇界，認為自己不是很

有企圖心，16 年來演了 16 齣戲，除了扮演董事

長，我很滿意能飾演另外的 16 個人生角色，從

中領悟到「換個角度想事情，人生充滿樂趣」。

進入廣播圈，我的臉皮夠厚，敢半開玩笑的問當

時的台北之音總經理王偉忠，是否有機會。他

說，人到中年，什麼事情只要有機會，就要先答

應、試試看。「人生敢嘗試，樂趣自然來。」 

出國自助旅行，四處攝影、留下遊記，建議

如果體力和經濟能力能負荷，旅遊會是人生快活

的放大鏡，我尤其熱愛自助，吃住不求高級，重

點在能擁有人生何其多的每一次寶貴體驗。  

    我認為這一生最愛有三，分別是戲劇、音樂

和旅遊。在動過手術後，略略調整了前後順序，

旅遊成為第一。這兩三年來，追尋口中哼唱的歌

曲，帶著妻子自助旅遊，從美國鄉村音樂「白宮」

納西維爾，到爵士樂聖地紐奧良，再到英國利物

浦披頭四的故鄉朝聖。 

最近這半年一直有在傳媒上聽過不丹這個

國家，有很多資訊對這個國家有一些誤解，用一

個最簡單的道理講，不丹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部，

當年還有其他像是尼泊爾、錫金的鄰國，後來錫

金被印度合併，只剩下尼泊爾跟不丹，尼泊爾是

比較開放的，容易入境旅遊，不管是熱鬧的程

度、人口的數量甚至是犯罪率都跟已開發國家很

相近，但是不丹是個封閉的國家，所以觀光方面

採取較嚴格的控管，要進入不丹，每個人每天要

繳 250 美金給政府，政府扣 60 元作稅收，剩下

的 190 元給旅行社，旅行社就包了你的飲食、住

宿費、交通費、導遊費..等等的費用全都包含在

裡面，所以 250 美金的費用實際上也不是這麼地

高昂。由於這樣的限制，倒是吸引了很多身上沒

有積蓄的洋人跑去就賴在那裡了。 

三十年前不丹國王提出了「國民快樂指

數」，老百姓們一聽，覺得很有道理，我們是不

富有沒錯，但是我們真的很快樂，天天都有飯

吃，健康醫療全部免費、教育免費，還有蓮花生

大士（Padmasambhava），很多的佛祖都在保佑

我們，非常地快樂！ 

當生活一點點的往上進步，吃飽了以後開始想今

天要穿什麼衣服，穿什麼衣服以後我們要做什麼

樣的裝扮，我們要坐什麼交通工具，我們要住什

麼樣的房子，然後再上去，我們要看什麼電影、

要做什麼樣的休閒活動…慾望愈來愈高，說實在

我們都是在很上面的地方不快樂，不是在下面的

地方不快樂，要是通通退到最下面去，我們會不

會快樂?可能會快樂，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不丹十年前從原先的每年三千個觀光客變成三

萬個，觀光客進去後，網路一開放，不丹的人看

到了全世界的國家吃什麼、穿什麼、玩什麼，然

後他們的小孩就會開始學習。不丹王國規定人民

統一穿一樣的服裝、統一蓋一樣的房子，漸漸的

小朋友開始穿牛仔褲，家裡也開始有了電視，慢

慢的不丹也會開始不快樂，之所以為什麼我去年

急著去兩次，就是希望在它變得不快樂以前去看

看兩次。    

「很多企業界朋友遇到我，總是表現出非常

羨慕的樣子」我就會回答他們，「只要你願意，

明天你就可以和我一樣快樂啊！」人生苦短，尋

夢當及時。 

 板橋中區社社長CoCo代表致贈陶董事長車馬

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分別致贈陶董

事長小社旗。 

 板橋中區社社長 CoC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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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清寒學子力爭上游，勵志好學，建立樂觀奮鬥的人生哲學，故本社長期贊助台灣慈幼

會此活動嘉勉弱勢家庭孩童努力進取不因環境困苦而放棄學習的精神。 

本學年度勵志獎助金，獲獎學生國高中部計有三名，每名獎狀乙紙，獎助金三千元;國小部份

計有 105 名每名獎狀乙紙，獎助金三千元，合計 108 名。 

 

 

 

 

 

 

 

 

 

  P.P.Fuku 代表本社接受台灣慈幼會感謝狀                   全體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八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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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成立已久，內部環境以及病床已老舊，因此為提昇植物人安養環境和設

備需汰舊換新(病床+床頭櫃+被單等設備一套共 39,000 元)，此計劃共需募集汰換六十一張病床。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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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社提撥經費 20,000 元，小計 160,000 元，加上地區簡易獎助金配合款

40,000 元，合計 200,000 元，共捐助五張病床和設備。 

 

 

 

 

 

 

 

 

 

 

 

 社長 Land 與社區主委 Hero 代表本社捐贈 

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經費二萬元、小社旗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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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六日 

第 13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邱仁賢社友(01.23)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01.23) 

謝堂誠社長夫人(01.2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01.24)48 年 

 

2013-2014 年度獎助金管理研討

會 

【時間】:2 月 2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報到、10:30 開會 

【地點】: 天成飯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參加】：劉炳宏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1月12日   第1337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67,250

Tony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72,45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1月12日   第133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Cathay、Duval、Herbert、 

Jason、Jerry、Jeremy、Kevin、Lankes、 

Life、Ming-Long、Stainless、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 

【時間】：03 月 10 日(星期日) 

【行程】：                                     

06：50 集合(社館、馥華飯店) 

07：00 出發 

08：30 礁溪龍潭湖 

10：30 參觀宜蘭酒廠 

12：00 八甲漁場午餐 

13：30 羅東林場 

16：00 宜蘭餅 DIY 

18：00 武暖餐廳晚餐 

19：00 返回板橋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