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年一萬個圓夢計劃頒獎典禮程序表 
 

13:00 (1)社長鳴鐘開會、致詞 社長 謝堂誠 Land 

 (2)介紹貴賓 聯誼 林金結 Stainless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秘書報告 秘書 賴建男 Otoko 

 (4)糾察活動 糾察 張富逸 P.P.Eric 

 (5)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致詞 理事長 周希諴 George 

 (6)社區服務~捐贈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381份聖誕禮物
社長 謝堂誠 Land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7)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致詞 主任 周大堯先生 

 (8)社區服務~共同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200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9)台灣慈幼會會長致詞 會長 李榮鏗先生 

 (10)社區服務~共同捐贈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11)全體合影留念  

 (12)出席報告 出席 張正鳴 Jason 

 (13)糾察報告 糾察 張富逸 P.P.Eric 

14:00 (14)社長鳴鐘閉會 社長 謝堂誠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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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8 日   第 1332 次例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Land 鳴鐘開會、致歡迎

詞。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Archit 致歡迎詞。 

 此次例會為「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二屆國

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板橋北區

扶輪社與板橋東區扶輪社聯合會」。此次司

儀由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 Otoko 擔任。 

 板橋東區扶輪社聯誼 Stainless： 

歡迎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會潘戍耕先生、顧

問吳聰文先生、理事謝富美小姐、理事李素

貞小姐、理事唐美桐小姐、常務監事廖義明

先生、總幹事陳添進先生、幹事陳碧鈺小姐、

會員林永仁先生、會員吳慶種先生、新北市

議員周勝考服候處副主任陳文龍先生、得獎

學生、家長、指導老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Smile、社友 Herbert、社

友 Handsome 夫人、P.P.Just 夫人與板橋北區

扶輪社 P.P.HD、Sam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ENT 與板橋北區扶輪社 P.P.Alpha、

P.P.HD，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頌「扶輪頌」、「扶輪社友，我

們歡迎您」、「這是咱的扶輪社」。 

 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 Spring 報告： 

(1) 板橋北區扶輪社謹訂於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中午舉行常年大會選舉下屆理

事及社長人選，敬請社友撥冗出席投票。 

(2) 板橋東區扶輪社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二月

份理事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

計劃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台灣慈

幼會孩童聖誕禮物，謹訂於十二月十五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假社館舉行。 

 板橋東區扶輪社出席 Jason 報告兩社出席

率。 

 新北市議員周勝考因公務繁忙不克出席，委

由服務處副主任陳文龍先生代表致詞。 

 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潘戍耕先生致詞並

致贈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Archit、板橋東區

扶輪社社長 Land，兩社社長親手繪畫之陶磁

盤作品。 

 此次書法比賽，從初賽六百多份郵寄作品

中，錄取二百多位進入決賽，決賽在光復國

中由入圍決賽者現場揮毫，最後脫穎而出的

得獎學生共有十八位，每組(國中組、國小

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我們分別錄取第

一名一位、第二名二位、第三名三位。經過

一連串的考驗，每位得獎學生實至名歸，分

別獲得獎牌、獎學金。我們除了恭喜得獎學

生外，我們也頒發獎牌感謝每位學生的指導

老師，讓優良傳統能繼續傳承下去。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Archit 致閉會詞、鳴

鐘閉會。 

十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 

陳萬祥、張茂樹、李榮鏗、劉炳華、 

吳振斌、黃文龍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5 第 1336 次例會，「上床夫妻、 

下床君子-談兩性關係」廣播節目主持 

人 高志斌先生。 

        01/12 第 1337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 

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農會舉 

行。 

        01/19 第 1338 次例會，「蜜蜂的生態 

與養生課程」蜂本舖廖家蜂蜜負責人  

廖信恆先生。 

        01/26 第 1339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二月份行事曆 

        02/02 第 1340 次例會，「人生新享樂- 

郵輪世界」亞泰旅遊諮詢顧問公司行 

銷總監 朱商佐先生。 

        02/09 第 1341 次例會，適逢春節連續 

假期，休會乙次。 

        02/16 第 1342 次例會，延至二月十七 

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女賓夕暨第 

三次爐邊會議。 

        02/23 第 1343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三屆地 

區年謹訂於四月十三日(星期六)~十 

四日(星期日)假花蓮小巨蛋舉行。請 

討論。 

決  議：地區年會依實際能出席名單報名，社 

內支付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則補 

助部份。 

第四案：社友何文章因事務繁忙申請退社。請 

討論。 

決  議：予以慰留。 

第五案：春季旅遊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日(星期 

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宜蘭一日遊。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二屆國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8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台灣過去的中小學都有書法課程，但社會上的書法風氣一直都不普及，推測原因，

可能是一般社會大眾寫書法的機會少，所以書法只是少數人的興趣而已，但是學

習書法的歷程中，可以培養學生定、靜、安、慮、得之心性，而且學習書法的人

中文造詣普遍較高，對文字的瞭解也非常清楚，書法能刻劃天地及人生的真蒂與

歷練，經由毛筆的呈現展現出人生的美好， 

 
 
 
 
 
 
 
 
 
 

 

國小中年級組第一名學生：王思勻小姐           國小高年級組第一名學生：蔡侑珊小姐 
 
 
 
 
 
 
 
 
 
 
 
 

國中組第一名學生：蔡侑芬小姐                        全體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79 份聖誕禮物 

時間 :12 月 21 日(星期五)13:3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五日 

第 1333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致贈新北市家

扶中心孩童 200 份聖誕禮物、台灣慈幼會

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 133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陳嘉偉 

 主  講  者：小提琴家 麥韻篁先生 

 講      題：街頭藝人與名琴鑑賞及演奏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12.20)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12.17) 

蔡宗原社友夫人(12.1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2月08日   第133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1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6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L、Archi、Bright、Coach、Decor、 
Dental、Frank、Herbert、Jerry、Jeremy、 
Kevin、Lankes、Main-Long、Noni、 
Picasso、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Pol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2月08日   第1332次例會) 

甲、分攤捐款 承上期：  $614,600

Just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19,800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 

時間：12 月 9 日(星期日)10:00 開幕式 

地點：板橋市立體育館(板橋區溪城路 90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寒風凜冽的日子裡，更是需要人人發揮愛心與分享歡樂的

時刻。 

 

此次，在扶青團

團長鄭翔隆與團員們努力策劃下，與蛋塔工廠合作推出

「逮丸蛋塔」參與義賣，以較低的金額讓受扶助家庭買

的開心，此次活動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6,800 元。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

末感恩活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

勢家庭，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