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父親節快樂! 

我國父親節起源，要追溯到國民政府時代。民國 34 年(1945 年)的 

8 月 8 日，正值我國對日抗戰達到白熱化，上海部份愛國人士看到日本人

猖獗狂妄、環境惡劣，為了激勵全國同胞奮發圖強、團結力量，以期早日消滅日本人。於

是，發起「父親節」來頌揚紀念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父親們。  

當時，父親節節日之構想一發起，立即得到市民之響應，熱烈舉行慶祝活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市各界黨國元老、名流紳仕如吳稚暉、李石曾、潘公展、杜月笙等

人，深覺父親節的意義重要，有提倡訂定父親節慶典活動之必要性；於是，聯名陳請上海

市政府轉呈中央政府，准予規定每年八月八日為父親節，通令全國遵行。  
 

父親節訂於每年的八月八日，是因為「八八」和爸爸音韻相近。並且 ，從字形上將「八八」

二字連綴後，正如一個「父」字。因此，訂定八月八日為父親節；又稱為「八八節」(「爸

爸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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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50.07.30) 
劉孟賜社友(57.07.31) 
陳偉信社友(47.08.0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60.08.03)43 年 
王信興社友(67.08.03)36 年 

 

I.P.P.Lobo 伉儷宴請感恩餐會 
時間：8月 3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上海銀鳳樓三樓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與。 

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8月 2日(星期六)13:00 註冊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全球獎助金-肝病防治篩檢活動 
時間：8月 8日(星期五)10:30 

地點：肝病防治基金會 
 

社長 Otoko 夫人有請 
時間：8月 12 日(星期二)11: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一樓十二廚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撥冗參與 

 

例 會 記 要 

07 月 19 日  第 1416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主持： 

歡迎主講者廣播節目主持人高志斌先生、
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台北今夜冷清清」、「春天那會這
呢寒」。 
祝福本週壽星 Kenny、Herbert 夫人，生日
快樂! 
祝福 Kenny 結婚二週年快樂! 

 秘書 Duval 報告。 
(1) 下週例會延至七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敬請全
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也歡迎社友父母
親、岳父母蒞臨參與，並請告知余 s以
利安排各項事宜。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七月份臨時理事
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籌備會下午三時
假社館舉行，敬請各位 P.P.撥冗出席
會議。 

(4) 本年度欲認捐保羅哈理斯之友、永久基
金者，請告知 P.P.First。每位美金一
千元，請繳納新台幣三萬元。(多退少
補)。 

(5) 本年度欲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請
告知 P.P.Fuku。每位新台幣一萬元。 

(6) 本年度社員通訊錄、電話卡即將編印，

社友若有資料或大頭照欲更新者，請告
知余 s。 

(7) I.P.P.Lobo 伉儷宴請感恩餐會，謹訂
於八月三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
銀鳳樓舉行。屆時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
冗出席! 

(8) 感謝 P.D.G.Trading 致贈全體社友電
子放大鏡。 

(9) 感謝 P.P.Stock 宴請與會人員吃冰棒。 

台灣俗諺的智慧 

  

 

 

 

 

 

 

 

 

 

 

 

廣播節目主持人 高志斌先生 

被錯誤解讀的俗話，會誤導我們的生命觀點。 
例：樹頭佇乎在，嘸驚樹尾做風颱。 
一個人的智慧需要靠記憶的連續，團體或民族的
智慧則靠傳統的延續。 
台灣三個厚道的文化遺產 
a.奉茶的服務文化 : 體貼順心 
b.騎樓文化：想像溫柔細膩 



c.柑仔店的社群文化：熱心與度量，咱厝邊久久 
交，債務慢慢結。 

茶葉為何叫茶米？ 
捧人家的場為何叫郊關？ 
有無發現，田螺在水田中都是走一直線！ 
點評：習慣一旦養成，很難更改。 

殺豬沒有相請，嫁女兒送大餅！ 
點評：專門賺人家便宜。 
吃虧：是一種胸懷、風度、坦然、達觀、超越。                        
ps.過於計較，得失心太重，反而會捨本逐末， 
以致丟掉應有的幸福。 

憨入嘸憨出。 
點評：扮豬吃老虎。 

好天要積雨天糧。 
 點評：對未來有打算和有準備的態度，對自己 
的工作或事業的成 本有計算的能力。 
對應成語：未雨綢繆。 

惦惦的吃三碗公飯。 
點評：黑矸仔裝醬油看無出。 
對應成語：深藏不露。 

吃甘蔗，吃一疳算一疳。 
點評：循序漸進。 

秤砣掛在眼睛，算盤掛在嘴巴。 
點評：能夠管理人的人，只能管理可以管理的 
東西；但能管理錢的人，可以管理所有的一切。 
對應成語：斤斤計較。 

田無溝，水無流 →老死不相往來。  

一代親，二代表，三代無了了。 
點評：韓非子說：人情厚，禮作薄。 
俗話說，近廟欺神，冷淡是宗族親情的殺手。 
因為它帶來不聞不問，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現 
象。 

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自顧不暇。  
入山看山勢，入人厝看人意→聰明、靈巧。 
吃菓子拜樹頭→飲水思源。 
四兩磅秤要自己秤→凡事要量力而為 。 
嫁女兒看娘禮，買田看田地→文化與本質。 
富在深山有遠親，貧在鬧市無人問。              
點評：正常事態，無須不平。 

有效，青草一葉；無效，人蔘一石。 
點評：不在貴重，而在有用。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點評：渴望知音，不是企求信徒；跪著的人無 
法平等的思索。 

人情留一線，以後卡好相看。 
「恩怨」，歷史對它總是一笑置之。 
點評：朋友沒有明確的界定，在不同的人眼 
裡，朋友代表著不同的人：多個朋友，多條路。 
廣結善緣，朋友不嫌多， 掌握關鍵權力者， 
地位不一定高，三教九流都是好朋友。 

 代理出席 P.P.Shige、糾察 Toms，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狀況、紅箱收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7月 19 日(星期六)13: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章明仁 

五、出席：劉孟賜、章明仁、張富逸、葉進一、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呂仁團、 

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張茂樹、 

劉炳華、陳偉信。 

六、列席：程文金、洪敏捷。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友陳騰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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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 
第二案：授證只與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友

社往來乙事請異議。請討論。 
決  議：維持與新北市各扶輪社授證之往來。 
第三案：社內提撥二萬五仟元予板東高爾夫球 

隊舉辦社長盃乙事有異議。請討論。 
決  議：取消提撥經費辦理社長盃。 

本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李水日 US$1,000.邱明政 US$1,000. 
吳振斌 US$1,000.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人】 
邱明政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江基清 NT$10,000. 邱顯清 NT$10,000.  
章明仁 NT$10,000. 王信興 NT$10,000. 
呂仁團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林同義 NT$10,000. 
劉炳宏 NT$20,000.  
陳萬祥 NT$30,000. 邱明政 NT$30,000. 
李水日 NT$50,000. 
張富逸 NT$150,000.葉進一 NT$150,000. 
郭昭揚 NT$150,000.賴建男 NT$150,000. 
板橋東區扶輪社 NT$150,000. 
郭祐福 NT$200,000. 
郭道明 NT$600,000.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六日 

第 1417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故延 

至七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板橋吉立餐廳舉行例會。 

 爐主：賴建男 

 

下週節目 

八月二日 

第 1418 次例會 

 為承辦「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故經理事會 

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八月九日 

第 1419 次例會 

【地區總監洪清暉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11:00 會晤社長 Otoko、秘書 Duval、社長當 

選人 Roberta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Shige、Eric、First、Stock、Roberta 

會計 Jack、職業主委 Bright、社區 

主委 Jason、國際主委 Land、新世代 

主委 Kenny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 

、「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 

贈之紅色領帶出席例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7月19日   第141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Herbert、Just、Picasso、 

Tom、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evin、Robert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7月19日   第141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80,300

AL 1,000 Land 1,000

Cathay 1,000 Lobo  8,168

Dental 1,000 Masa 1,000

Duval 1,000 Otoko 9,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1,000 Smile 1,000

Hero 1,000 Stock 2,000

Jack 1,000 Sunny 1,000

James 1,000 Tea 1,000

Jason 1,000 Toms 1,000

Justice 1,000 Tony 2,000

Kenny 4,000 Trading 2,000

小計：     $45,168 總計：     $125,468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7,900

Alumi 5,200 Otoko 17,000

ENT 5,200 Polo 5,200

Fuku 5,200 Sky 5,200

James 5,200 Sun-Rise 5,200

Life 5,200 Tiger 5,200

Long 5,200  

小計：      $69,000 總計：     $8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