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9 日    第 1535 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國騰 Life： 

祝福壽星 P.P.Shige、P.P.Fuku，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春夏秋冬 」、「我問天 」、

「小丑」。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代理秘書張富逸 P.P.Eric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歡喜 Benson 入社，

致贈與會社友蛋糕。 

(2) 感謝 Tiger 歡喜外孫滿月，宴請與會

社友麻油雞。 

(3) 社友 Sky 公子林士惟先生暨廖寶玉

小姐結婚典禮，謹訂於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下午六時假台北圓山大飯

店 12 樓大會廳舉行。 

*為安排桌次，敬請告知出席人數，

禮金欲自行處理者，也請告知余 s。

(公約禮金為二千元) 

(4)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第 1536 次例會

延至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上午八時

假中和南山福德宮舉行，第二分區聯

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 

*當天敬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社長

致贈之紅色背心出席活動。 

*當天社內會準備早餐。 

 新社友徐明偉 Benson 宣誓入社儀式，首先

由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向大家介紹新

社友簡歷。緊接著，邀請社員主委程文金

P.P.Cathay 監誓，前社長邱明政 P.P.Masa 

配帶扶輪徽章、社員名牌，社長劉炳宏 Hero

致贈小社旗、扶輪資料袋，簡單隆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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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友入社儀式。 

社員主委程文金P.P.Cathay也提議與會社

友分別一一上台與新社友徐明偉Benson握

手致意，展現我們熱誠歡迎他加入板東大

家庭。 

 社長劉炳宏 Hero 為了感謝介紹人，擴展扶

輪新血輪不遺餘力，個人自掏腰包頒發禮

金一萬元予李榮鏗 P.P.Smile。 

 糾察謝堂誠P.P.Land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新社友 徐明偉 Benson 入社剪影 
日期：10 月 29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歡迎新社友 Beson 加入板東大家庭             社長 Hero 頒發禮金感謝介紹人 P.P.Smile 

 

秋季旅遊-金門昇恆昌金湖飯店三日遊花絮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六)~10 月 24 日(星期一)   

  連日的颱風新聞報導，讓我們擔心秋季旅遊活動必需延期，但

出發前二日颱風終於轉向，讓我們可以如期舉行出發。 

10/22(星期六)早上六時板橋天氣微涼，我們準時從府中捷運站

出發前往松山機場，上午九時抵達豔陽高照的金門機場。  

第一站「蔣經國紀念館」，這是金門軍民為了感念經國先生長期

對金門的關懷與德澤，於 78 年落成揭幕，館內展示生前使用過的文物以表達追思與懷念。 

第二站「莒光樓」，是一幢仿古宮殿式的三層樓建築，登上樓頂可觀看全城景觀及小金門海

域。 

第三站「水頭文化村」，由在印尼經商致富的黃輝煌先生後所蓋的洋樓，當時為了防範海盜

猖獗，顧及安全加以建構防禦槍樓「得月樓」，為當時水頭村最高的建築物。「金水國民小學」由

水頭鄉僑集資於 1932 年興建，仿傳統書院採「回」字型的平面格局，均為一層樓高，是俗稱番

仔厝的類型。這些早期金門居民至海外工作離鄉背景，有所成就還不忘回家鄉貢獻，真是令人敬

佩。 

第四站「擎天廳」，據稱是當年開鑿擎天廳時，不分晝夜地趕工，以炸藥、簡易機械工具及

雙手開鑿，前後費時不到一年即完工。當時的總統蔣中正先生在岩壁題字，命名為「擎天廳」，

藉以勉勵官兵弟兄「人定勝天」。 

 



 

第五站「太武山」，海拔雖只有 253 公尺，卻是金門島上的最高峰，整座山都是花崗石地型，

山路兩旁奇岩怪石林立，黃昏時分在微微涼風中，邊走邊欣賞倒也多了幾分爬山的樂趣。到此地

我們的目標就是「勿忘在莒」這塊大石頭，此為當年蔣公巡視金門太武山時，為勉勵全國軍民，

效法戰國時代齊國田單復國的精神所題，現在不但是金門的地標，更是大家忙著拍照的好所在。 

晚上於阿芬海餐享用晚餐後，入住金門唯一五星級飯店「昇恆昌金湖大飯店」讓身心靈好好

放鬆一下。 

10/23(星期日)早上九時出門，第一站「金門官兵休假中心」為赴印尼、新加坡經商的陳景

蘭，當年請廈門及金門匠師花四年時間建立的金門最大洋樓，走過峰火的陳景樓洋樓，目前內部

展示金門華僑史及洋樓整建過程。 

第二站「831 茶室」，一般人口中的軍中樂園，也是為了避免軍人因生理需求造成治安問題，

而設立的特約茶室。 

接著我們搭乘快艇前往小金門，第三站「九宮坑道」（又稱四維坑道）位於小金門九宮碼頭

左方山坡上，坑道內地質景觀豐富，視野十分開闊，可以清楚眺望金門本島。 

中午假海園餐廳享用後，前往第四站「湖井頭」看看阿兵哥鐵漢雄姿的操演影片，也清晰瞭

望廈門沿岸建築面貌，在回顧金廈兩岸紛擾競合的時代變化。 

第五站「地雷展示館」，位於鐵漢堡與勇士堡坑道內，對當時飽受地雷戰火的金門，我們有

較深入的了解。 

晚上於飯店二樓享用中式合菜，在白酒、洋酒、紅酒薰陶下盡情歡唱，也為恰逢農曆生日的

P.P.Jack 慶祝六十歲。。 

10/24(星期一)早上十時，在洪俊義大隊長特別安排下，第一站「金門酒廠」，由行政副總趙

志中先生親自接待我們藉由影片介紹酒廠設施與產品。高粱酒或許並非人人愛喝，但金門高梁酒

廠為在金門，它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對當地居民的影響，早已成為金門歷史與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站「獅山砲陣」，位處金門東北角的五虎山上，坑道是花崗岩地質，共有 4個砲堡，負

責金門東北部海域的安全，是金門非常重要的軍事據點。 

第三站「金門民俗文化村」，業主王國珍、王敬祥原籍頂堡，早年經商日本，事業有成以後，

歸鄉營建該村，分享族人。房舍建築形式採傳統二進式，大部建材遠從漳州、泉州甚至江西選購

而來，一切設計均禮聘江西名師規畫，自籌議到完工，歷時達廿五年。從庭院樓閣的配置，到壁

樑雕畫的取材，處處顯示出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 

第四站「雙鯉古地關帝廟」，迄今約二百餘年，為古寧頭居民共同信仰中心，也為金門地區

著名的歷史古刹之一。 

第五站「雙鯉溼地自然中心」，位在古寧頭雙鯉湖畔，由於建在湖畔中心後面就可看到湖，

讓人感覺好像是水上人家，別有一番風味。 

第六站「古寧頭戰史館」，古寧頭戰役為決定海峽兩岸對立局面的關鍵戰役，館內有十二幅

大型油畫，詳細介紹古寧頭大戰的經過，其戰況緊迫、激烈、慘痛情節栩栩如生。 

金門，曾歷是經多次國共戰役，滿目瘡痍的戰地，到現今人文薈萃，史蹟豐富。我們在深秋

之際到訪金門，隨處眺看連綿無際，黃澄澄隨風搖拽的高梁稻穗，這一幕幕好似在敘述著金門的

獨特故事。 

這次旅遊，感謝社長劉炳宏 Hero 致贈參加人員良金牛肉乾、秘書張正鳴 Jason 致贈參加人

員陳金湖貢糖、社長夫人董秀琴貼心準備晚會茶點。 

 



秋季旅遊-金門昇恆昌金湖飯店三日遊剪影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六)~10 月 24 日(星期一) 

 

 

 

 

 

 

 

 

 

 

 蔣經國紀念館                                     擎天廳 

 

 

 

 

 

 

 

 

 

 太武山毋忘在莒                                   湖井頭 

 

 

 

 

 

 

 

 

 

 

        金門酒廠                               古寧頭戰史館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剪影 

日期：11 月 6 日(星期日)                              地點：中和南山福德宮活動中心  

恭喜獲獎 

iPad 平板電腦-社友 Navigare  

小米手環-社友 Herbert、社友 Junior 夫人、P.P. Sun-Rise 夫人 

Panasonic 吹風機-D.V.S.Otoko 公子 

現金 1000 元-D.V.S.Otoko 公子 

遠百禮券 1000 元-P.P.Lobo 千金 

象印保溫杯-社長 Hero 夫人 

隨身果汁機-P.P.Lobo、社友 Taylor、秘書 Jason 夫人 

7-11 禮券 500 元- P.P.Just、P.P.Stock、社友 Dental 

現金 500 元-社長 Hero、P.P.Masa、P.P.Shige 

 

 

 

 

 

 

 

 

 

 

  

全體合影留念                             趣味競賽-眼明手快疊疊樂 

 

訃 

前社長 陳萬祥(I.P.P.Roberta)尊翁陳庚星老先生，慟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晚上十一時一分壽終正寢，享年 94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社長劉炳宏暨全體社友 敬輓 

【靈  堂】： 

鼎佑會館二樓鼎仁廳(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 16 號) 

【告別式】： 

*時間：12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公祭 

*地點：板橋殯儀館景福廳(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560 號)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53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國泰世華銀行 

金融市場諮詢顧問 胥洪民先生 

講      題：新常熊下的投資新思維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九日 

第 153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郭昭揚 P.P.James 

主  講  者：流行音樂講師 石春山先生 

講      題：音樂與人生 Part2 

 

敬祝 生日快樂!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羅致政社長當選人(53.11.17)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陳萬祥前社長夫人(66.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 

 

恭喜 

社友林振哲(Sky)公子林士惟先生與廖寶玉小姐 

謹訂於 12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假台北圓 

山大飯店 12 樓大會廳舉行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社長劉炳宏暨全體社友 敬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9 日 第 153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rchi、Frank、Herbert、Just、

Kevin、Leo、Tetsu、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月 10 月 29 日  第 153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11,429

Benson 5,000 Life 1,000

Cathay 3,000 Lobo 1,000

Coach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Navigare 1,000

Eric 1,000 Otoko 1,000

Fuku 3,000 Roberta 2,000

George 1,000 Shige 2,000

Hero 6,000 Sky 2,000

Jack 1,000 Smile 6,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unior 1,000 Sun-Rise 1,000

King 6,000 Taylor 1,000

Land 1,000 Tiger 3,000

小計：     $54,000 總計：     $765,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10,000

Jason 10,200 Stock 10,200

Junior 7,700 Taylor 7,700

Kenny 10,200 Tiger 7,700

Otoko 7,700 Wood 7,700

Shige 7,700  

小計：      $76,800 總計：     $686,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