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中秋節佳節愉快!】 

中秋的由來，因為農曆的七、八、九三個月稱為「三秋」，而八月在秋季的中間，

十五號又正好是月圓之時，所以就稱為「中秋」。 

 

      

     賀~金榜題名 3. 

考生姓名： 林伯峯先生 

稱    謂： 外孫 

考取學校： 建國高中 

社友姓名： 郭祐福 Fuku 

1. 

考生姓名： 郭哲嘉先生 

4.

考生姓名： 李儒奇先生 

稱    謂： 公子 稱    謂： 孫子 

考取學校： 中山高中 考取學校： 建國高中 

社友姓名： 郭昭貴 Bank 社友姓名： 李水日 George 

2. 

考生姓名： 楊菁薷小姐 

5.

考生姓名： 曾欣小姐 

稱    謂： 千金 稱    謂： 千金 

考取學校：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系 考取學校： 辭修高中 

社友姓名： 楊耀程 Frank 社友姓名： 曾百麒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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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21 日   第 1264 次例會 

 

 「板橋社、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
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
區社、板橋群英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政府
舉行。 

 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政府八樓喜宴軒享用便
當，緊接著，下午一時前往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召開聯合例會。 

 下午一時，主辦社板橋扶輪社長李明川鳴鐘
開會並致歡迎詞。 

 板橋扶輪社聯合主委邱性利主持聯誼活動，
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
社友我們歡迎您」、「主持先生您好嗎」並
慶祝本週生日、結婚週年者。 

 地區總監蕭慶淋致詞表示很榮幸參與此次聯
合例會，並讚揚主講者推廣品德教育之重要
性。 

 各社社長分別頒發紀念品，感謝褓姆、輔導
主委，草創成立各社時之辛勞。本社社長黃
文龍代表本社頒發紀念品予褓姆廖金順、輔
導主委劉祥呈。 

 板橋扶輪社秘書陳福源，代表九扶輪社做秘
書報告。 

 板橋扶輪社前社長張煥章介紹主講者，自強
國中校長李永旭先生，演講「社會永續發展
的核心-品德教育」。 

社會永續發展的核心-品德教育 

 
 
 
 
 
 
 
 
 
 
 
 
 

自強國中校長 李永旭先生 

營造關懷社群的氛圍──『從禮節出發』 
上學、放學與教學活動中，要求學生常說「請、 
謝謝、對不起」。 

每天例行的活動，構築關懷的橋樑，使校園富
有感性。 
1.要維持真誠的互動，還是要回到關懷社群品德
教育融入學校生活之中。 
2.利用打掃過程，責任區的分配，不僅養成勞動
身體的習慣，也可以培養合作的精神、體諒他人
的辛勞，是兼具整潔、服務及公德的品格培養。 
3.繳交作業是要求學生最基本的工作，每天都要
準時繳交每一科目的家庭作業，沒有例外，這是
責任感的培養。 
4.上課時要求學生以下的情形才可以發言： 
（1）例如身體不舒服等緊急狀況。 
（2）老師發問時的回答，遵守回答要明確的基 

本原則。 
（3）你舉手而老師請你回答。 
（4）開放討論時間，並注意控制音量。 
技藝教育與高關懷課程，更是照護中輟之虞學
生的最佳工具。 
落實推動人權與生命教育，透過情境的安排與規
劃──『從感動出發』 
一、價值澄清最佳的方式是要能產生感動，人權
與生命教育活動的進行應該激起學生的討論與
發展： 
1.剪報模式：從社會事件討論有關中心德目的內
涵。 
2.共讀模式：好故事的收集與選編，共讀好文章
後，再討論中心德目的題綱。 
3.心靈模式：好故事透過資訊軟體整理彙編，以
多媒體模式共同分享感人的故事後，再討論中心
德目的題綱，將會收到奇妙的效果。 
二、生命教育的體驗活動，能透過同理而產生感
動： 
人經由感動（touching）才能傳導心靈的互動，
即使需付出代價都樂意去做，所以如何讓學生因
為被尊重和被愛而感動，當他看到自己的價值，
也因此願意學習與改變自我，使自己成為更好的
人。 
以生命教育體驗活動過關卡，來融入學校本位課
程中推動，透過情境的安排，使每位學生於畢業
前能有深層體驗的機會，透過同理培養優質的情
操。 
擬定品德教育十大價值的行為準則 
透過品德教育榮譽卡增強其行為──『從鼓勵出
發』為鼓勵同學積極進取，實踐優質品德的行為 
，配合品德教育榮譽卡的推動可以增強其正向行 
為，配合童軍榮譽小隊及徽章制度的精神，可以 
發揮同儕好的影響力；背面可設計有關教育重要 
議題的優美圖片，如臺灣保育類的動物圖片等配 
套推動，使學生喜歡收藏，達到預期效果。 
校外教學、校慶活動、園遊會、懇親會、體育競
賽、畢業典禮等 



正是檢視品德教育的最佳時刻──『從實踐出
發』整合社區資源，積極規劃有教育意涵的校外
教學活動，在最少的資源下，發揮最大的教育效
果，配合品德典範先生（小姐）的選拔活動，以
品德教育的評選準則，融入活動之中，經由導師
及領隊的協助，每班選出品德表現最佳的學生，
於校外教學活動結束時，公開表揚之。校外教學
活動，不只有歡樂與遊戲的組合而已，教育的重
要意涵才是真正的主體。 
在關懷社群的氛圍下，細心規劃學生多元發展的
平台，透過情境的安排與規劃，使大多數學生能
擁有快樂的高峰經驗，經由感動傳導心靈的互

動，使自己成為更好的人。配合激勵措施的推動
可以增強其正向行為實踐優質的品德，在良性循
環的過程中，人文情懷的校園文化將水到渠成，
友善校園將指日可待。 
 板橋扶輪社出席江能裕，報告此次聯合例會

各社出席率。並由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李
明川代表頒發出席績優前三名獎，本社榮獲
出席第二名獎。 

 各社社長分別致贈李校長小社旗，並與主辦
社板橋扶輪社社長李明川交換小社旗。 

 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李明川鳴鐘閉會。 

 

板橋社、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

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8月 21 日(星期日)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社長 P.P.Wood 頒紀念品與褓姆 P.P.Lion                   本社榮獲出席第二名獎 

 

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9月 18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人員：黃文龍、吳振斌 
 

社區服務-世界清潔日 
時    間：9月 17 日(星期六) 
報到地點：三峽長福橋入口處 
程    序：09:00 領取打掃工具、早餐  

09:30 開始打掃 
10:25 將垃圾拿到集合地 
10:30 介紹各社、主辦社致詞 
11:00 活動結束 
12:00 板橋擔仔麵餐廳用餐 
(上午不克參加之社友，中午 
請前往餐廳聚餐) 

活動地點：三峽河沿岸 

2011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 

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人因夢想實現，對生 

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板橋東區扶輪社網站~開站了! 

想獲得社內最新訊息、社友動態、例會刊物、 

活動剪影、扶輪行事曆…等，請上社內網站 

觀看。http://www.paneast.org.tw/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七日 

第 1265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 

議暨頒發金榜題名」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永饌樓餐廳舉行例會。 

 

下週節目 

九月三日 

第 126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程文金 

主  講  者：泰易豐集團 

董事長特別助理 蕭博文先生 

講      題：雲端運算 

 

慶祝中秋節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8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永饌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46 號 9樓) 

爐主：郭昭貴、邱顯清、章明仁、吳晉福、 

       葉進一、賴光明、郭昭揚、曾韋傑、 

       謝堂誠、邱明政、羅致政、曾百麒、 

       劉炳華 

 

本社訊 

前社長林同義(P.P.Tony)公子林傳軒先生 

與社友陳明忠(Picasso)千金陳家君小姐 

謹訂於九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結婚典禮。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8月21日   第126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缺席人數：                      23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5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right、Cathay、Coach、 

Decor、Dentel、Gary、Frank、Herbert、 

Investor、Jason、Jerry、Jeremy、Just、 

Life、Lobo、Master、Picasso、Power、 

Stainless、 Stock、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Bank、Duval、Justice 
 

 敬祝 生日快樂! 

郭昭貴社友夫人(08.29)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 3日(星期六)13:00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人文大樓 8樓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林同義、葉進一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YEP) 

Inboud 學生歡迎會 
時間：9月 4日(星期日)09:00 報到聯誼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綜合大樓 8樓國際會議 

參加：Inboud 交換學生 松平嬉乃 

接待家庭 Masa、Stock、邱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