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5 日   第 1333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致詞。 

 聯誼 Stainless： 

歡迎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周希

諴先生(台中社社友 George)、執行長熊觀明

(台中大屯社社友 Bear)、榮譽顧問陳雪鳳女

士、秘書王溫蒂、台灣慈幼會會長李榮鏗先

生、秘書長何茂荃先生、楊桂枝女士、陳金

宸女士、海山國小學資組長周瑞祥先生、海

山國小學生張啟怡、張啟蓮、徐珮珊、關立

侑、趙士涵、蔡佳蓉、林英傑、陳湘婷、林

恩汝、謝毓庭、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堯

先生、社工員張景暉先生、志工黃志敏小姐、 

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鄭若妤、潘玉、蘇怡瑄、 

邱語萱、李至翔、陳柏瑋、陳姵吟、江安安、

陳禧寶、王冠宇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Cathay、P.P.James 夫

人、Kevin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頌「扶輪頌」、「扶輪社友，我

們歡迎您」、「聖誕鈴聲」。 

 秘書 Otoko 報告： 

(1) P.E.Lobo、P.P.Stock、Jason「昱揚上

品苑」公開酒會，謹訂於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下午四時假林口特區文化三

路二段 115 巷 70 號舉行。 

(2)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捐贈桃園啟

智學校孩童聖誕禮物，謹訂於十二月二

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假桃園啟智

學校舉行。 

(3) 感謝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執行長

Bear 致贈社友精油。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周希諴先

生致詞：500 元，能讓一個貧困孩童獲得滿

足，很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全體社友大力支

持此活動，讓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能

幫助更多人實現他們小小的夢想，用行動讓

愛能生愛、美能生美，讓世界更加祥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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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對生命的熱情。 

 社長 Land、社區主委 Hero 代表本社，將目前

募集到的 381 份聖誕禮物，轉贈予台灣愛生

愛.美生美促進會。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堯先生致詞：聖誕

老公公是所有小朋友最喜歡的人，也感謝板

橋東區扶輪社與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

會，這幾年來都擔任聖誕老公公的角色，讓

我們中心的孩童，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溫情與

歡樂。 

 由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周希諴先

生、本社社長 Land 代表致贈，新北市家扶中

心 20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台灣慈幼會會長李榮鏗先生致詞：一份禮物

一世情，希望小朋友們長大後若有能力，也

要記得回饋社會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由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周希諴先

生、本社社長 Land 代表致贈，台灣慈幼會 10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出席 Jason、代理糾察 P.P.Shige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 

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0 份、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5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六年來，我們努力帶動、投入、關懷弱勢家庭孩童，我們知道我們無法扭轉各位小朋友

的家庭但我們希望能為孩童帶來夢想與希望，讓孩童在成長的過程中知道，這社會是有股溫

暖、互助、和善的力量在圍繞著孩童，我們堅信這股良性的力量可以一直源源不絕的傳遞下去。 

 
 
 
 
 
 
 
 
 
 

 

  致贈台灣愛生美.美生美促進會 381 份禮物          共同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200 份禮物 
 
 
 
 
 
 
 
 
 
 
 
 

   共同致贈台灣慈幼會 100 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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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01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 註冊聯誼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30 專題演講 

14:40 鳴鐘閉會 

主講：奇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陶傳正先生 

講題：快快樂樂過一生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例會 

 

社區服務-頒發台灣慈幼會孩

童獎助金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板橋國小(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2 號) 

 

3490 地區第 23 屆地區年會 

時間：04 月 13 日(星期六)- 

04 月 14 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小巨蛋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253 號) 

網品小品【所謂定義〝成功〞】               ~感謝社友 Life 提供 

◎最近看到一則描繪人生成功定義的幽默，就是這樣的一條鐘形曲線：  

四歲時的成功是沒有尿濕褲子。  

十二歲時的成功是擁有一班朋友。  

十七歲時的成功是有駕駛執照。  

三十五歲時的成功是有錢。（這是曲線的上半截。）  

五十歲的成功是仍有錢。  

七十歲的成功是仍有駕駛執照。  

七十五歲的成功是仍有一班朋友。 

八十歲的成功是仍沒有尿濕褲子。（這是曲線的下半截。)    

 
可以看到人生的上半截是努力求「得」， 而人生的下半截是力保不「失」。  
可惜努力求「得」比力保不「失」還較為容易，因為上半截還可謀事在人， 下半截往往成事在
天，老和退化是人生必經之途........ 
 
看了這個鐘形曲線，對胸懷大志想有一番作為的青壯年來說,可能是一服冷凍劑，讓他們知道機
關算盡、血肉橫飛的廝殺之後,到頭來， 人老了，所謂成功不過跟四歲的幼兒一樣， 能夠不尿
濕了褲子已值得慶幸了..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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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 1335 次例會 

 適逢元旦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一月五日 

第 133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周正義 

 主  講  者：廣播節目主持人 高志斌先 

 講      題：上床夫妻、下床君子-談兩性 

關係 

 

敬祝 生日快樂! 
羅致政社友夫人(12.25) 

王信興社友夫人(12.28) 

林金結社友夫人(01.0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12.25)44 年 

章明仁社友(12.27)26 年 

 

 社區服務-捐贈創世基金會 

板橋分院病床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3:00 

地點：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2月15日   第1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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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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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2月15日   第1333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645,100
Cathay 2,000 Lobo 2,000
ENT 2,000 Otoko 2,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Gary 1,000 Shige 1,000
Handsome 2,000 Smile 4,000
Hero 1,000 Stainless 1,000
James 3,000 Stock 2,000
Jason 2,000 Sun-Rise 1,000
Just 2,000 Trading 1,000
Land 5,000 Wood 1,000
Life 1,000  
小計：      $38,000 總計：    $683,1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19,800

Toms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19,800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4:00 

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羅國龍、劉炳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