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 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恭喜 

社友 呂仁團(Kenny)喜獲千金呂淨慧小公主 

弄瓦之喜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國 龍 敬賀 

暨 全 體 社 友 

 

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 

時間：1月 11 日(星期六)11:00 

地點：板橋火車站地下樓廣場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61.01.10) 

林振哲社友夫人(55.01.08)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28.01.09)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爐主：張宏陸、程文金、張富逸、王信興 

賴光明、周肇原、鄭德文、蔡宗原 

連耀霖、李錫泉、賴建男、薛松茂 

蕭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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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東扶青團回母社歲末祝福 

時間：12 月 28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長 Lobo、扶青團主委 Master 頒發            團長孫孝儒報告團務並代表團員為 Uncle  
年度經費十萬元予扶青團                     獻唱「山頂黑狗兄」 

 

扶輪 ABC 

【名字或綽號】 

自從扶輪的初期，社員就以名字相互稱呼，正因為相識與友誼是扶輪的基石，很自然的，很

多扶輪社社友間的交談都不用正式的職稱或頭銜。平常人家稱呼醫師、先生、教授或尊稱，扶輪

社友通常都只叫他們的名字 Joe、Bill、Mary、Karen 或 Charley 等。具有特色的扶輪社名牌助

長了稱呼名字的習慣。 

有些地方，如歐洲，用較正式的方式稱呼社友。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是亞洲，常用與個人特

性或與職(行)業相關幽默的綽號稱呼新社友。例如，綽號“Oxygen(氧氣)”是製造化學氣體產

品，而“Trees(樹)”是木材業的社友。其他社友可能有綽號如 Muscles(肌肉)，Foghorn(大鼓

吹)，或 Smiles(笑臉)則跟身體特徵有關。 

綽號經常是充滿友誼及自然流露的趣談。不論用名字或綽號，友誼的精神是開啟服務大門的

第一名。 

【交換社旗】 

很多扶輪社遵循交換各式旗幟的多彩傳統。扶輪社員去外地旅行時常會

帶小社旗在補出席時交換，以示友誼。很多扶輪社用他們收到的旗幟在例會

或地區的時做漂亮的展覽。 

國際扶輪理事會於 1959 年體認到旗幟交換日益普遍，所以鼓勵參與交

換的扶輪社確保旗幟的設計要有特色，而且清楚表現該社所在的社區和國

家。建議旗幟最好包括描述該扶輪社所服務地理範圍的相片、口號或圖案。 

RI 理事會也知道，這種旗幟交換可能造成一些扶輪社的財務負荷，尤

其是很多社員補出席的地方，旗幟交換也多，總之，扶輪社需謹慎拿捏旗幟

交換的費用，以避免財務影響到社的基本服務活動。 

交換旗幟是一種輕鬆愉快的習俗，特別是一支有創意及藝術設計的旗幟，呈現社區驕傲與光

榮的故事的旗幟。交換旗幟就是我們國際友誼的一種真實的象徵。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51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0 日(星期五)13:3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 

十二月是感恩的季節，街頭巷尾裝飾著美美的聖誕樹和絢爛奪目的聖誕夜燈，過節的氣氛

愈來愈濃郁，有多父母也會費心地替孩子準備糖果跟聖誕禮物，百貨公司和商場陳列架上琳瑯

滿目的耶誕禮物，是商人們拭目以待的大好商機，但是，我們可曾想過，有許多弱勢的家庭跟

族群在生活資源上並不充裕，甚至三餐都沒有著落，有些孩子的童年裡沒有聖誕老公公，更遑

論可以拿到聖誕禮物了。 

本社與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從 2006 年開始，以一萬個圓夢計劃為名，集結了各地的

善心人士，幫助了數萬個夢想，今年堂堂邁入第八個年頭，如同促進會的理念：當我們願意愛

心攜手、善行結合，一起來幫助圓夢，那夢想就不會遙不可及，夢想就可以實現。我們希望能

幫助弱勢兒童與家庭圓夢，進一步給予心靈上的關懷，讓弱勢者獲得社會愛心安慰，勇敢走出

困境，更積極地面對人生，快樂生活。 

桃園啟智學校校長許唐敏先生表示：「感謝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以及板橋東區扶輪社

的善心人士，每一年都帶著禮物來探視我們這群身心障礙的學生，我從孩子們的臉上看到了喜

悅與滿足的表情，謝謝善心人士讓他們擁有一個豐盛又難忘的聖誕佳節。 

 

 
 
 
 
 
 
 

 

 

 

 

 

 

 

 

             社長 Lobo 與社友裝扮聖誕老公公頒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51 份禮物            
 
 
 
 
 
 
 
 
 
 
 
 

社友們親自將聖誕禮物交到孩童手中 



本週節目 

一月四日 

第 1388 次例會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 :1 月 4 日(星期六) 

        12:00 五樓用餐 

13:00 三樓開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主講人：「跟著董事長遊台灣」 

創辦人 戴勝通先生 

 講  題：歡喜遊台灣 

 

下週節目 

一月十一日 

第 138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主  講  者：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所長 黃裕星先生 

 講      題：台灣森林保育新思維 

 

悼 

前社長江基清(AL)父親江再煤老先生，慟於 

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六時五十六分壽終正寢，享壽 92 歲， 

惡耗傳來全體社友同感悲憫，特此致哀。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國 龍 敬輓 

暨 全 體 社 友 

 

【靈  堂】：板橋區萬板路 36 號 7 樓之 1 

【告別式】：1月 14 日(星期二)13:30 假 

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8日   第138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Dental、Duval、 

Herbert、Jeremy、Ming-Long、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12月28日   第1387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818,300
Eric 1,000 Lobo 3,000
First 1,000 Master 2,000
Fuku 1,000 Otoko 1,000
George 1,000 Shige 500
Hero 1,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Sky 1,000
Jason 1,000 Tony 1,000
Land 1,000 Trading 1,000
小計：     $18,500 總計：    $836,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6,200
Cathay 5,200 Just 5,200
Coach 10,400 Kevin 5,200
Frank 5,200  
小計：     $31,200 總計：     $617,4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47,000
George 1,000 Shige 500
Kenny 1,000 Stock 1,000
Land 1,000 Sky 1,000
Lobo 1,000 Tiger 1,000
Master 1,000 Trading 1,000
Otoko 1,000  
小計：      $10,500 總計：     $5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