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20 日   第 1438 次例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致歡迎

詞。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Light 致歡迎詞。 

 此次例會為「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四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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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次司儀由

板橋北區扶輪社聯誼 Trust 擔任。 

 板橋東區扶輪社聯誼 P.P.AL： 

歡迎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唐菁先生、理事唐

美桐小姐、王子才先生、林永仁先生、幹事高

楊銘先生、總幹事陳碧鈺小姐、幹事莊麗耳小

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Cathay、社友 Master 夫人

與板橋北區扶輪社 P.P.Steel、Sam 夫人、Nick

夫人、A.G.Long-Life 夫人、Skin 夫人、Spring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ames與板橋北區扶輪社P.P.F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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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東區扶輪社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板橋北區扶輪社謹訂於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訪問板橋西區扶輪社，需要十位

社友參加。 

(2) 板橋北區扶輪社謹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舉行常年大會，選舉下屆理事，

請社友撥冗參與例會。 

(3) 板橋北區扶輪社春季旅遊阿里山，因房間

數不足確定延至三月八日(星期日)-三月

九日(星期一)舉行。 

(4) 板橋北區扶輪社職業參訪煙台謹訂於四

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四月二十五日(星

期六)，參訪日本姊妹社為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分為

兩批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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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37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十二月二十三

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假桃園啟智學校舉行。 

(6) 板橋東區扶輪社十二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謹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十一時三十

分假大屯高爾夫球場舉行。 

(7) 板橋東區扶輪社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因主講者臨時有事故延至一月十一日(星

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農會舉行。 

 板橋北區扶輪社出席 Brian 報告兩社出席率。 

 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唐菁先生致詞並致贈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Light、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Otoko，兩社社長親手燒製之陶瓷花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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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頒發感謝狀予每位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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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致閉會詞、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十四屆國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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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Otoko、社區主委 Jason 與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Light、新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唐菁先生 

一同代表頒發獎狀、獎學金予得獎學生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公告調整部份分區所屬扶輪社別。 

說 明： 

一、參照國際扶輪(RI)有關助理總監(AG)職責建議案：每一助理總監以服務 4-6 扶輪社為原則。 

二、北六分區劃分為兩個分區，於 2015-2016 年度開始，依新分區推廣扶輪。如附表。 

三、鼓勵已達七社以上分區，積極籌劃分區事宜，以光耀扶輪。 

第六分區 第九分區 

林口社 五工社 

五股社 泰山社 

五股金鐘社 新北市百合社 

新北市新世代社 頭前社 

林口幸福社  

 

扶輪訊息-高雄氣爆災變救濟委員會報告 

3480 前地區秘書黃重實 Johns 

目前全台七個扶輪地區聯合捐助修復氣爆沿線住戶案正進行中，由 3510 高屏地區負責執行，分

三階段各 10 天進行，修復災變兩側住戶大門、窗、鐵捲門，預計一個月完成，讓住戶能重返住

家生活。 

地區經聯絡高雄市府相關單位，得知由於災變當晚，現場待命消防車輛遭氣爆炸損全毀，半毀 12

輛，消防單位目前正處於嚴峻設備不足情況，市府急需民間協助採購補足，其等級不同分為： 

1.小型水箱車 300-350 萬元    2.水箱車 500-550 萬元 

3.水庫車 700-750 萬元        4.化學車 1,000-1,200 萬(初期募款目標) 

(摘自 9月份扶輪月刊) 

 

扶輪訊息    

國際扶輪理事會接受社長黃其光建議決定在中國大陸重新努力擴展扶輪組織新社，據國際扶輪中

國北京，上海二社特別代表 Randal Eastman，北京，上海二社歷經國際扶輪核准為臨時社與國際

扶輪會員社 13 年，今年 2014-15，世界第一位華人社員黃其光榮任國際扶輪社長，會是中國擴展

扶輪組織新社的特別年度；Randal 在文告說他暫定組織 10 個臨時社，由他指派北京社或上海社

輔導。目前北京社已在輔導成立成都社，並已把成都社加入國際扶輪為會員社申請書提出國際扶

輪，相信近日可獲核准。 

目前中國大陸已有扶輪社，衛星社與扶輪聯誼社，扶青團等組織如下： 

北京扶輪社                    社長 Piper Tseng 

上海扶輪社                    社長葉璋 Frank Yih 

成都外國人士／扶輪聯誼社      社長 Michael McErlean 

上海扶輪社 Fresh Start 衛星社  社長 Angie Eagan 

上海扶輪社浦東衛星社          社長 Brinton Scott 

北京扶輪社扶少團              團長 Johanna Chen 

上海扶輪社扶青團              團長 Liza Chantelle 

(摘自 9月份扶輪月刊)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 14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一月三日 

第 1440 次例會 

 適逢元旦連續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下下週節目 

一月十一日 

第 1441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一月十一日(星期日) 

           12:00 五樓餐廳報到、享用便當 

13:00 三樓大禮堂鳴鐘開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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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61.01.10) 

王信興社友夫人(46.12.28)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林振哲社友夫人(55.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28.01.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章明仁秘書(75.12.27)2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 12月 20日   第 143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Bright、Dental、 

Herbert、Just、Smile、Tea、Tiger、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evin、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 12月 20日   第 1438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97,700

Picass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02,900

 

第 28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2 月 30 日(星期二)11:30 

地點：饗食天堂新北板橋店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52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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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