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廿四屆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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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圓滿成功 
 
 
 
 

組 別 國  中  組 國小 高年級組 國小 中年級組 

名 次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第一名 王馳詠 謝文傑 王思勻 楊凱迪 周沛辰 楊國斌 

第二名 高珮珈 張惠萍 游少萌 許志芳 林藝欣 張麗蓮 

第二名 陳軒妮 駱明春 黃愷言 張麗蓮 沈伯約 方鈺茹 

第三名 黃玟毓 王麗華 施羽凡 呂淑惠 易志優 楊國斌 

第三名 周岷玄 謝文傑 王正宏 蔡宜娟 梁甯筑 楊國斌 

第三名 林芊蓉 林俊祥 黃晟瑋 廖雪寬 鄭登允 張芳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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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3 日   第 1437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周希

諴先生、執行長熊觀明先生、榮譽顧問陳雪

鳳女士、秘書王溫蒂小姐、台北松山扶輪社

社友林建豪先生、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

堯先生、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李榮鏗先生、

社工人員張景暉先生、新大專生李湘庭小

姐、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十一位、台灣慈幼

會會長劉炳華先生、常務理事楊桂枝女士、

秘書長何茂荃先生、特助陳金宸小姐、大事

紀何紝青先生、中和國小校長劉能賢先生、

組長呂紹賢先生、老師張慧岑女士、中和國

小十一位孩童、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祝福壽星Herbert、P.P.Just夫人、P.P.James

夫人、Kevin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頌、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聖誕鈴

聲。 

 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感謝 PP FUKU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曆。 

(2) 下週六例會，十二月二十日為「社區服

務-國中、小學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與板

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屆時敬請全

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例會。 

(3)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學生437份

聖誕禮物，謹訂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下午一時三十分假桃園啟智學校舉行。

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出席活動。 

(4) 內輪會，謹訂於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

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板橋饗食天堂舉

行，屆時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撥

冗出席。 

(5) 感謝周理事長致贈本社四十本「好醫生

上天堂、厄病人住病房」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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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對生命的熱情。 

 社長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本社，將目

前募集到的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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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致

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20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

家庭孩童。 

 台灣慈幼會會長劉炳華先生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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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代表致

贈，台灣慈幼會 10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

孩童。 

 代理出席 P.P.Lob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活動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日)12:30 報到 

活動地點：大觀書院(板橋區西門街 5號) 

參加人員：賴彥廷 

此次讓青少年穿著台灣風味的傳統服飾，並由

長輩為其加冠，以示其已成年並要擔負起更多

責任。提升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責任

感，進而對於扶輪有更深一層瞭解與認識。 

 

 

 

 

 

 

 

 

 

 

與 D.G.Ortho 伉儷、D.S.Pioneer、RYE 委員 

A.G.Long-Life、D.V.S.Torque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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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八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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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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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月11日(星期日)  

          12:00五樓報到、享用便當 

          13:00三樓鳴鐘開會 

          13:30專題演講 

14:30鳴鐘閉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主講者：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許金川教授 

講  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主辦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 

請注意! 
活動時間有變更哦!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日 

第 1438 次例會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第 24 屆書法 

頒獎典禮暨與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 14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羅致政社友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46 年 

 

社區服務-頒發聖誕禮物 

437 份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時間：12 月 23 日(星期二)13:3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 12月 13日   第 143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Dental、Herbert、 

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ing、Sky、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 12月 13日   第 1437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87,567

Aero 2,000 Masa 1,000

ENT 2,000 Otoko 3,000

Jack 1,000 Shige 1,000

James 3,000 Smile 3,000

Jason 1,000 Stock 3,000

Just 2,000 Sun-Rise 1,000

Kenny 1,000 Tom 1,000

Kevin 3,000 Toms 2,000

Land 1,000 Tony 1,000

Life 1,000 Trading 2,000

Lobo 1,000  

小計：      $36,000 總計：     $623,567

2015-2016 年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 間：12月28日(星期日)09:30報到、聯誼 

地 點：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參 加： 
 
 

社長 陳萬祥 Roberta 

秘書 謝堂誠 Land 

助理總監 劉炳華 Stock 

扶輪基金主委 邱明政 Ma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