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10 日    第 1528 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輔仁與淡江德語系兼任副教授查

岱山先生、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秘書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長當選人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

惠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

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P.P.Sun-Rise 夫

人賴光昭女士、P.P.James夫人郭鄭明良女士、 

P.P.ENT 夫人連文惠女士、P.P.Stock 夫人陳

雪鳳女士、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社

友 Taylor 夫人謝佳伶女士、板橋東區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團員張以柔小姐、

團員洪瑞綺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來賓陳婉瑜小姐、來賓王韻晴小姐、來賓曾慶

華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月亮代

表我的心」、「城裡的月光」。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概況和出席率。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致

詞：現在扶青團訂有每月一服務計劃，而課

後輔導也在和學校接洽中，也請託各位

Uncle 幫忙介紹年青人加入我們扶青團。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感謝社長Hero致贈全體社友中秋節禮盒。 

(2) 感謝社員主委P.P.Cathay致贈全體社友

醬油禮盒。 

(3) 感謝P.P.Stock夫人準備素月餅分享與會

人員。 

(4) 例會結束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敬請全體

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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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6)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圓滿中秋音樂會，謹

訂於九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十五分

假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舉行。敬請已索票

的社友寶眷務必撥冗出席。 

(7)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謹訂於十月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二十

分假大溪高爾夫球場舉行。報名費每位500

元、擊球費每位3200元，敬請有興趣參賽

之社友向余s報名。 

 前社長黃伯堯 P.P.Ja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查岱山先生 

出生：1949 年 12 月 21 日 

題目：不一樣的德國人 

學歷：輔仁大學德語系語言學研究所畢業、 

德國海德堡大學德語系進修兩年、德 

國歌德學院德語教師在職訓練 

曾任：輔仁大學德語系系主任，台大、世新、 

國防外語學校、歌德學院、淡江大學 

兼任教師、德國烏爾姆大學語言中心 

客座教授 

現任：輔仁與淡江德語系兼任副教授 

譯作：德國思潮叢刊之「人的條件」，小說 

「流浪者之歌」，「窩囊廢的浪漫情 

史」、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之「皮藍 

德羅」，與王真心合譯的短篇故事集 

「愛的人生」「無價的畫像」等 

不一樣的德國人 

 

 

 

 

 

 

 

 

 

輔仁與淡江德語系兼任副教授 查岱山先生 

‧國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國慶日：10 月 3 日(1990 年德國重新統一日) 

德國人的食 

‧民以食為天。德國人並不以美食聞名世界。我

自己也非饕餮客，對美食沒有研究。 

‧一般人想到德國食物，首先是德國烤豬腳配德

國酸菜。的確，在各種民俗慶典活動的攤位，總

可以買到烤豬腳，份量很大。但咀嚼起來，韌性

十足，牙齒不好還是淺嘗即止。 

‧其實德國人真正引以為傲的是德國麵包與香

腸。毫不誇張的說，種類過百，風味各異。吃過

各式德國麵包與香腸，再吃台灣的，我個人覺得

比較喜歡德國麵包。德國麵包按重量賣。 

‧但是我介紹德國的食物，重點是，德國人對於

食物，或食材的態度。 

德國人的居住環境 

‧台灣見到的窗戶除了橫推，基本都是向外推開

的。德國的窗戶卻是向內拉開的。為什麼？德國

人說窗戶向內拉開擦玻璃時很方便，很安全。如

果必須將胳膊甚至大半個身體探出窗外才能擦

到外推窗戶的玻璃外側，住樓房時這很危險。 

‧有些德國房子外牆豎有一人高的金屬箱，頂端

與房頂排水管相連，是雨水收集器，能裝 30 升

的雨水，收集的雨水。 

德國人的道路交通。 

‧德國車輛靠右行駛。但行人一般靠左行走，因

為這樣比較安全，尤其在山路或沒有人行道的路

上，靠左的確比較安全。 

‧德國的汽車駕駛非常尊重行人。在行人穿越

道，行人有絕對的優先權。 

‧德國大眾運輸系統十分先進，飛機、鐵路、公

路四通八達。高速公路通常無速限，可以行駛重

型摩托車。內線為超車道，超車後就回到右二

線。最外側行駛大型車輛，時速為 100 公里。 

‧德國不管是火車站還是汽車站都沒有柵欄、剪

票口。一般人都按規定買票、銷票。搭霸王車被

抓到要罰款。 

‧德國市公車站牌都有時刻表，公車到站時間很

準時，乘客可以很好的安排搭車時間。 

‧德國公車早晨頭班車常 5點就發車，末班車到

11、12 點。 

‧乘客可以買週票、不包括週末的週票、月票、



區域票，價格很優惠。為鼓勵觀光，有單日票，

父母、兩個小孩和一條狗可共用。其它鐵公路的

優惠措施很多。對身心障礙人士更是非常的照

顧。 

‧搭乘地鐵或公車的乘客會看書或看報，很少人

滑手機。 

‧在德國如果半夜還有人等紅綠燈，那個人一定

是德國（中老年人）。 

德國人的教育 

為何德國人拿走一半諾貝爾獎? 

‧德國憲法禁止學前教育。 

‧諾貝爾獎獲獎人中，德裔佔總數的一半。 

‧小學前“唯一的任務”就是快樂成長。 

‧其實歐洲多國對待小孩子的做法基本上大同小

異。例如匈牙利立法規定：嚴格禁止教授幼兒園

期間的孩子學習寫作、閱讀、計算等。 

‧這些國家幼兒教育的觀念是：對於幼兒，大人

可以教給他們一些正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和

行為方式。但是，不能剝奪孩子玩耍的權利和珍

貴的童年。 

一個懂得反省的民族 

在歷史課堂上學生在老師的主持下，對大屠殺、

二戰歷史展開熱烈討論。不少學生認為，德國承

認納粹時期犯下的罪行、向受害國和人民道歉，

理所應當。當老師問到德國有過哪些道歉行為

時，一名學生舉手答道：1970 年聯邦德國總理布

蘭德（Willy Brandt）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無名

烈士墓前獻上花圈，並跪倒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

碑前。 

 社長劉炳宏Hero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查教

授本社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糾察程文金P.P.Cathay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9月 10 日(星期六)14:4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周正義、呂仁團、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吳得利 

陳萬祥、劉炳華、薛松茂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1 第 1531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10/08 第 1532 次例會，「由 LED 產業結構及困境淺談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崛起」惠通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傳傑先生。 

10/15 第 1533 次例會，「繼承與遺囑，從張榮發的遺囑談起」宏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洪 

旻郁小姐。 

        10/22 第 1534 次例會，秋季旅遊-金門三日遊。 

        10/29 第 1535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劉炳華博士班冠名獎學金，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博士班 

三年級學生劉祐誠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陳雪鳳碩士班冠名獎學金，予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碩士 

班二年級學生周祐安先生。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四日 

第 153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月一日 

第 1531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陳偉信社友(75.09.28)3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9月10日   第152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rchi、Coach、Herbert、Kevin、Land、

Tetsu、Tiger、Tom、Toms 
 

第二分區 AG 盃 Golf 賽 
日    期：10 月 5 日(星期三) 

11：20 報到、12：00 分開球 

地    點：大溪高爾夫球場 

報 名 費：每位 500 元。 

擊 球 費：每位 3200 元(含球車、桿弟費) 

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月 09月 10日  第 1528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76,929

Cathay 1,000 Life 1,000

Dental 1,000 Lobo 1,000

Eric 2,000 Masa 1,500

First 1,000 Navigare 1,000

Fuku 8,000 Obama 1,000

George 2,000 Otoko 8,000

Hero 8,500 Polo 1,000

Jack 1,000 Roberta 3,000

James 8,000 Shige 1,000

Jason 1,000 Sky 1,000

Junior 1,000 Stock 3,000

Just 500 Sun-Rise 1,000

Justice 20,000 Taylor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  

小計：     $83,500 總計：     $560,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58,100

Taylor 2,500  

小計：      $2,500 總計：     $360,600
 

第 30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10 月 4 日(星期二)10:50 大廳集合 

地點：50 樓 Cafe 自助餐廳 

 

職業服務-參觀捷運北投 

機廠、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行程：08:3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08:45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9:30 參觀台北捷運北投機廠 

12:00 采豐餐廳 

15:00 參觀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16:30 基隆和平島公園 

17:30 35 活海產餐廳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