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5 日  第 1501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水安隊搜救執行

長張洸輝先生、總幹事陳美芳小姐、副隊長吳

聰旗先生、隊員王艾先生、林建富先生、張奕

鴻先生、蔡親偉先生、紀貴元先生、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 

敬 祝 壽 星 P.D.G.Trading 、 P.P.ENT 、

P.P.Long、P.P.ENT 夫人、P.P.Cathay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Life、Junior、Navigare、Archi、

Sky、P.P.Lobo、Polo，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1) 尚未繳納 7-9 月、10-12 月、1-3 月份、

爐邊會分攤款，敬請儘速繳納以利社務運

作。 

(2) 例會結束後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召開三月

份理事會。 

(3) 例會結束後敬請第三十屆理事當選人留

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4) 社長當選人 Hero，謹訂於四月十日(星期

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設宴敬邀全

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5) 為編製第二十九屆授證特刊，欲更換全家

福照片者請提供給余 s。 

(6)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二日遊，謹訂於三月

十二日(星期六)上午六時十分板橋車站

高鐵剪票口集合、六時四十分出發。 

(7) A.G.Stock 尊堂追思會，謹訂於三月十七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假佛光山板

橋講堂公奠自由捻香，屆時敬請全體社友

伉儷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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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 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洸輝先生 

   曾任：水安聯合會會長、新店救生副大隊長、 

紅十字會救災隊小隊長 

現任：水安搜救執行長、新店救生副大隊長 

榮譽：內政部志工金質徽章 

活用繩結、救命繩結應用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水安搜救 

執行長 張洸輝先生 

真正的繩結有數千種，但實際在活動中使用的只

有十幾種就夠了，甚至如果實在記不住，只要會

使用兩三個繩結亦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救助繩結之基本要素 

*強度 

*易結索 

*易解開 

*不易忘 

*安全性高 

很多繩結基本的結繩手勢大同小異，只是在過程

或結尾時有所變化。 

必須讓學習者了解，要在危急中迅速、安全、牢

靠的打出適用的結繩，而不要猶豫究竟該使用那

一個繩結。 

撐人結 

特性為結成圓圈方法中最有行利用價值者，應用

於纏身結、吸水 

管結索等。 

栓馬結 

特性為使用繩子之摩擦力使繫光滑物體表面不

易滑掉，特性為固 

定水帶接頭及懸吊各式裝備器材。 

節結 

特性為每個結之距離應均等，應用於低樓層人命

救助、徒手上登等。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張執行

長小社旗、車馬費感謝精湛演說。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江基清、劉孟賜、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張正鳴、謝堂誠、黃明志、 

羅致政、陳萬祥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決議。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7 第 1510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5/14 第 1511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5/21 第 1512 次例會，提前至五月十五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假典華新莊

館六樓盛典廳舉行授證二十九週年慶

典。。 

        05/28 第 1460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4/30 第 1509 次例會，是否延至五月一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

鳳樓餐廳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

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有關 206 美濃地震新聞媒體報導無需在

捐款之事。請討論。 

決  議：本社不捐款，也發函給姊妹社日本高田  

東扶輪社婉謝捐款。 

第五案：前社長張茂樹申請免計出席。請討論。 

決  議：通過，因已達 RI 規定年齡加上年資達 

85 年。 

乙、 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友結婚週年盆花因經費有限，夫人反 

應效果不佳是否更換廠商。請討論。 

決  議：通過，更換廠商。 

第二案：原訂 4/2 第 1505 次例會，清明節連續 

假期休會乙次，是否照常例會。請討論。 

決  議：照常例會。 

第三十屆(2016-2017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日(星期六) 

下午三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周正義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2016-2017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6-2017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二十九屆、第三十屆交接典禮時間、 

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三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 

北花園大酒店舉行。 

第四案：秋季旅遊-金門三日遊謹訂於十月二十 

二日(星期六)-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 

請討論。 

決  議：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 

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訃 

前社長黃明志(P.P.Long)夫人楊惠女士，慟於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壽終內寢，享年 79 歲，惡耗傳來本社同感悲憫。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陳萬祥暨全體社友 敬輓 

 

三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報到日期：3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報到  12:24 開球      

球    場：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縣蘆竹鄉坑子村赤塗崎 34 之 1 號) 

擊球費用：$ 2,449 元(與其他大型球隊合併的優惠價格，任何一個人都不可用團體票)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VIP 室 

 

友社授證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3月 20 日 (日)11:00 註冊/ 11:30 開會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259 號) 

【頭前扶輪社授證七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5：30 註冊、聯誼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三樓宴會廳（三重區光復路 1段 67 號）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7週年暨社長結婚晚宴】 

時間：3月 25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店六樓花田盛事廳(台北市植福路 8號 6樓)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飯店二日遊花絮 

時間：3月 12 日(星期六)-3 月 13 日(星期日) 

3 月 12 日(星期六)早上 06:45 從板橋高鐵出發，於早上 8:12 抵達高雄左營站。 

第一站「佛陀紀念館」，占地 100 公頃，2003 年興建，歷時 9年，於 2011 年完工。整個建築

集「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共同成就，開創「前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有靈山，北有祇園」的

宏偉格局。為一座融合古今、傳統與現代的建築，具有文化、教育、慧解語修持的功能，在台灣

本島首次面對如此盛大恢弘的建築，漫步其間，心中盡是無限的讚嘆與感動，佛法的精深，人間

的佛土。 

中午於佛陀紀念館享用色香味俱全的素食午餐。 

第二站「恆春古城」是台灣保留最完整的城門古蹟，已列為國家二級古蹟，高約 2丈、厚約

8尺，全長計 972 丈，建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內外門洞皆半圓拱，在上建有城樓。四個

城門最好的景點應該是東門，城牆、城門保存的最完整，而且算是規劃比較好的古城門，恆春搶

孤棚就位於東城門旁邊的空地上，登上城門也可遠眺恆春鎮全景。 

「搶孤棚」活動，也是在這舉辦的哦，此活動於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晚間進行，流傳至今

已超過百年歷史。活動現場將豎起多根長約三丈六、塗滿牛油的原木，並在原木上再搭建孤棚，

由民眾自由組隊參加，率先取得孤棚頂端的錦旗者即優勝，藉此宣揚並承續先人人饑己饑、悲天

憫人的優良傳統。 

第三站「關山夕照」就是高山巖，見到這顆關山巨石，岩石兩側有路，一條直接通往觀夕處，

一條直接通往福德宮、福靈龜、飛來石，不論怎麼走其實是環狀相通的步道。可惜我們沒有看到

夕陽，但山上由上往下俯瞰，整個海岸線的風光，美景盡收眼底。 

晚上於凱撒飯店享用豐盛的自助式晚餐，餐後任君安排漫步沙灘、逛墾丁大街、築方城戰。 

3 月 13 日(星期日)早上自由選擇是否參加「社頂自然公園」散步，還是在飯店睡到自然醒。 

    第四站「海洋生態之旅-觀光半潛艇」，可以目睹墾丁海堿原始珊瑚礁區裡棲息，魚類生態及

海底景觀的美麗與奧妙，讓大人小孩在遊憩之餘，也可以上一堂生態教育的課程。 

中午於照利海鮮餐廳，享用物超所值的海鮮大餐。 

    第五站「大鵬灣-仁鵬潟湖親水公園」，為台灣最大的人造湖，早期民眾在此從事牡蠣養殖外，

在日治時期更是日本海軍航空隊的水上機場和潛艇基地。目前在湖中有座用蚵殼堆砌而成的島嶼

叫「蚵殼島」，只有在退潮時才會露出，以及一座四四方方建築物，則是價值不菲探測水質的水

上觀測站。看完蚵殼島返回岸上，船長有交待等會讓我們烤蚵吃免驚，但切記要烤熟，免得吃壞

肚子就不好了。 

此次旅遊，我們體會到古城歷經物換星移仍風味猶存，而宗教也用獨特的魅力把佛光山推到

台灣最顯眼的旅遊舞臺，也感受到大自然給我們豐富的物產、景觀和感動。 

最後，感謝社長 Roberta 致贈參加人員海鮮醬禮盒和貼心準備土豆糖、

芝麻鱈魚絲，秘書 P.P.Land 致贈參加人員魚罐頭禮盒。 

 



春季旅遊-墾丁凱撒飯店二日遊剪影 

時間：3月 12 日(星期六)-3 月 13 日(星期日) 

 

 

 

 

 

 

 

 

佛陀紀念館 

 

 

 

 

 

 

 

 

恆春古城巡禮 

 

 

 

 

 

 

 

 

       凱撒飯店                            仁鵬潟湖親水公園蚵殼島 

 



本週節目 

三月十九日 

第 150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劉書華先生 

 講      題：從來電辨識走向行動網路社群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六日 

第 150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6 年 

 

 

恭喜 

前社長鄭德文(P.P.Just)公子鄭安傑先生與

梁舒涵小姐謹訂於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17日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新莊典華六樓世紀盛

典廳舉行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陳萬祥暨全體社友 敬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5 日  第 150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Herbert、Navigare、Sky、Tom、

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3月05日   第1501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87,200

Aero 2,000 Justice 1,000

AL 2,000 Kenny 3,000

Bright 5,000 Land 1,000

Dental 2,000 Leo 1,000

ENT 5,000 Life 3,000

Eirc 2,000 Lobo 3,500

First 1,000 Long 3,000

George 20,000 Obama 2,000

Hero 3,000 Polo 5,000

Jack 2,000 Roberta 6,000

James 2,000 Smile 2,000

Jason 1,000 Sun-Rise 1,000

Junior 3,000 Wood 2,000

小計：     $83,500 總計：     $970,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1,400

Bright 7,700 Kevin 5,200

Eric 7,700 King 5,200

Jack 7,700 Long 7,700

Just 5,200 Polo 5,200

小計：     $51,600 總計：     $83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