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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黃軒凱 社友(47.01.20)Park 
林德明 社友夫人(01.20)Timmy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林福安 社友(77.01.18)Franklin 

陳燕秋 女士(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日) 
 

 

 

 

 
 

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108年 1月 20日(星期日) 下午 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爐主：黃永昌 楊博顯 楊東卿 簡哲雄 盧政治 

李文良 何溪泉 李明川 蕭錦聰 張愿福 

詹智民 張  凱 劉紹榮 林德明 楊明炎 

江能裕 王崇興 黃志光 曾文淵 商村田 

邱馳翔 李威毅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社區服務~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108年 1月 22日(星期二) 上午 10：00 

地點：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90號)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Stone祕書、Jamie、Stock、

Green、Construction 

 

 

 

16.文化覺醒：在世界各地，幾手任何一個宗教、

國家、文化、種族、教義、政治理念、語言、

膚色，和民族認同，皆可在扶輪看到，扶輪集

結了世界上各行各業最傑出的人才，扶輪社員

由此認識其他文化，並學習如何去愛來自世界

各地的人們，以及與其共事，在這樣的過程中，

他們也成為其本國更優秀的公民。 

17.聲望：扶輪社員皆為卓越人士；事業、專業、

藝術、政府、運動、軍隊、宗教及各領域的傑

出領袖。扶輪是世界上歷史最久，聲譽最著的

服務性社團，它的成員均為主管、經理、專業

人士；也就是具有決策及影響決策權力的人，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受邀加人扶輪。 

18.結識好人：最重要的是，扶輪社員都是好人，

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他們不但是重要人物，同

時更信奉「身為重要人物固然很好，但更重要

的卻是做個好人」的原則。 

19.沒有公定教條：扶輪沒有所謂的私下交易秘密

決策、以定教條、秘密聚會或儀式，它是一個

公開的社團，組成的男男女女全部志在幫助他

人。 

20.服務的機會：扶輪是一個服務的組織，它以人

為重心；以服務為其產品，扶輪社員提供社會

服務－包括當地及國際社會在內。這也許是成

為扶輪社員的最佳理由；有機會為他人做此事，

還有去體會在這個過程中的自我實現的感受，

以及對自我生命的回饋。扶輪社員相信「超我

服務」極具價值與意義，「服務越多，獲益越

大」。 

為什麼加入扶輪的 20 個理由(下) 

本社榮獲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18-2019 年度 

「1100 萬」功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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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如何經營一個家如何經營一個家如何經營一個家如何經營一個家    

 

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 張錦貴 教授 

我們窮極一生的忙碌追求—到底為了什

麼？？？終究結果還不是想建立一個幸福美滿的

“家”。但是到頭來，當我們擁有了家，家卻是

製造我們最多煩惱及問題的地方，為什麼？？？

為什麼家重要？因為人生必須先安內才能攘外、

家和才能萬事興，古書也說到：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家對於男人來說是掩體、是棲身之

所，離開家男人便畢露無疑，對女人來說家是生

命的一半、是生活的依傍，離開了家他們便舉止

無著、孤單無依。 

家的作用不止於遮風擋雨、溫飽身心、培植

溫情而已，更是人格養成及社會國家健康的生命。

一生之中重要的：胎教、家教、小學跟幼稚園的

教育李前總統建設大臺灣的三大方向：民主要效

率、科技要進步、家園要和樂從古至今，從小到

大成家，沒有一個人、一個單位、一本書、一套

規範來教導，如何經營一個家，大家均憑自己的

想像及在自己所認識的環境中摸索學習，以致就

很難塑造一個標準的家，讓大家滿意。 

從如何認識“家”開始家從具體來說是一個

人、一件傢俱、一群人或無數的裝飾組合而成的

綜合體。家從抽象來解析，簡直說不清家的來龍

去脈家又因組合的成分及經營的好壞而形成不同

性質的家：單親的家溫暖的家、雙親的家溫暖的

家、一代的家可愛的家、二代的家健全的家、三

代的家暴力的家。健全幸福美滿的家就像一棵豐

滿的樹，老人是根，年輕人為幹，孩子是樹上的

果實。樹因根而穩固、因幹而崢嶸、因果實而洋

溢著甜美氣氛。他們的關係除了相互依附，還有

著展示集體力量的願望。 

壹、改善事物的基本法則： 

一、可以改變的去改變 

二、不可改變的去改善 

三、不可改善的去承擔 

四、不可承擔的就結束 

貳、改善： 

一、用改善代替抱怨 

二、用建議代替批評 

三、用寬恕代替責備 

四、用教育代替壓力 

參、婚姻演變與家經營的影響： 

一、婚姻“調適”的家 

二、婚姻“擴展”的家 

三、婚姻“過度”的家 

四、婚姻“空巢”的家 

肆、老來樂的方法： 

一、老來健（久病無孝子） 

二、老來本（沒錢沒兒子） 

三、老來趣（人無興趣而不樂） 

四、老來友（人有好友不必愁） 

五、老來屋（落葉能歸根） 

伍、影響經營家庭的因素： 

一、社會風氣與政治因素 

二、家庭規範健全與是否認同 

三、家庭成員的角色扮演是否得益 

四、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運作 

五、目標與理念是否一致性 



 

 

六、養兒育女的認知與方法 

七、理財的觀念是否取得共識 

八、負面問題處理是否良好 

陸、經營家庭成敗的關鍵： 

一、夫妻問題子女問題 

二、婆媳問題姑嫂問題 

三、外遇問題性愛問題 

四、個性問題待人問題 

五、教育問題理財問題 

因此經營一個家是大家的責任與義務。更要

有一個體認，那就是：想經營一個家是件極艱辛

極困難的事。一個良好的夫妻生活，是塑造家庭

溫暖的根基，更是培育兒女健全人格的關鍵瞭解

戀愛：戀愛是男女雙方喜歡對方，而雙方透過談

清說愛的方式，去達成相識的一種浪漫的方法。

進而使雙方都產生對對方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

感。 

柒、男女（夫妻）相處的基本信念： 

一、確實接受男女本質有別的差異 

 

 

 

 

 

 

 

 

 

 

 

 

 

 

 

 

 

 

 

 

 

二、尊重共同生活的理念 

三、勿用唯物論相處，而是要用唯心論的人

性化相處 

四、允許及保持個人生活的空間 

五、認識追求正確幸福的觀念 

六、尊重並接受雙方不同的信仰 

七、共同影響改善對方而非想改變及干預對

方 

八、欣賞對方的優點，接納包容缺點 

九、適度地調整自己來適應對方 

十、性趣相融，興趣相同 

十一、凡事往好處想、往遠處看、往細處察 

十二、不忘初心，心甘情願渡一生 

所謂美滿是指某種欲望在一定條件下的實現，

是相對而非絕對的。美滿的感覺不能持久，當某

種感覺持續到一定階段時就會轉為虛幻與哀傷，

又為另一種欲求所苦，人就是在不斷的實現、不

斷的破滅中存在，家庭也是一樣。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花絮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Duke,Franklin,Golf,Land,Money,Seven,Skin 

Tech,Trust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8,666 

Shi-Lo 第二期 4,250 

Shi-Lo 第三期 4,250 

Care 第三期 4,250 

Jamie 第三期 6,250 

Ocean 第三期 4,250 

Money 第一期 4,250 

Money 第二期 4,250 

Money 第三期 4,250 

Victor 第三期 4,250 

Base 第二期 4,250 

Base 第三期 4,250 

Consturction 第三期 4,250 

合計  53,000 

累計  NT$841,666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Gas 1.1/5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2,000 

Green 1/15結婚週年快樂 1,000 

Carbon 1/16結婚週年快樂 1,000 

Golf 1/16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5,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 43 週年 

暨 2018-19 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 

日期：108年 1月 26日(星期六)  

下午 13：00 

地點：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 51號)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Michael社長當選人 

本 週 節 目     第 2706 例會 

                        108年 01月 17日 

●主講人：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正忠 董事總經理 

●講題：氣候變遷下的台灣何去何從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1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707 例會 

                        108年 01月 24日 

●主講人：知焙咖啡 杜約翰 創辦人 

●講題：薩爾瓦多的故事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節 目 預 告     第 2708 例會 

                        108年 01月 31日 

●新社友陳文彬 Vincent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