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2 日   第 1489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榮譽顧問陳雪

鳳小姐、秘書王溫蒂小姐、新北市家扶中心主

任周大堯先生、主委李榮鏗先生、社工林詩韻

小姐、孩童江冠霖、江宜庭、李振宗、莊慈慧、

楊韻妮、楊韻鮚、趙宣寧、董彥麟、台灣慈幼

會會長劉炳華先生、創會會長邱仁賢先生、秘

書長 何茂荃先生、陳金宸小姐、劉金生先

生、中和國小校長劉能賢先生、組長呂紹賢先

生、老師 張慧芩小姐、孩童周子旭、江易、

章甯琁、余品諺、呂侑軒、楊汶倢、林芝蒨、

陳建和、黃乾恩、黃乾雯、領唱老師李潔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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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P.P.ENT 結婚 39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聖誕鈴聲」。 

 秘書 P.P.Land 報告： 

(1) 感謝 P.P.Tea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曆。 

(2) 第二組內輪會，謹訂於十二月十五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藝奇板橋店舉

行。敬請參與內輪社之社友夫人準時出

席。 

(2)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計劃案-贊

助家扶中心海芋發現工坊揭幕儀式，謹訂

於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假鶯

歌家扶親子館舉行。敬請參與人員穿著西

裝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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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39 份聖誕禮

物，謹訂於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

一時假桃園啟智學校舉行。敬邀全體社

友寶眷踴躍參與。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榮譽顧問陳雪鳳

女士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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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a、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本社，

將目前社內募集到的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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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榮譽顧問陳雪鳳

女士、本社社長 Roberta、社區主委 P.P.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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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慈幼會創會會長邱仁賢先生致詞：我對

板橋東區扶輪社有二十八年的感情，我很高

興能回來參與這項對社會有意義的活動。 

 中和國小校長劉能賢先生致詞：感謝大家對

中和國小弱勢孩童的照顧，也讓孩子有機會

圓夢並感受到大家對他們的關愛。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榮譽顧問陳雪鳳

女士、本社社長 Roberta、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致贈，台灣慈幼會 100 份聖誕禮物予弱

勢家庭孩童。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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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九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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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0 份禮物          共同致贈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禮物    



十二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12 月 24 日(星期四)11:40 報到 

地點：幸福高爾夫球場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05年1月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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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商業大學商學研究所所長 張世佳先生 

講  題：全球經貿與臺灣產業發展趨勢 

主辦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 40 週年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時間：105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12:00 報到、13: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會議室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2016 韓國世界年會 

主 旨：函知 2016 韓國世界年會地區團隊行程及報名資訊，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 明： 

一、2016 年國際年會假韓國首爾舉行，日期於 2016 年 5 月 28 日到 6月 1日，敬邀各社社友踴躍

報名註冊，共襄盛舉。 

二、地區將組成 2團(各團行程如附)，如欲參加之社友請參考行程後報名團隊。亦請各位與會社

友務必自行註冊國際年會，請把握各階段優惠時段進行年會註冊。 

三、為響應本年度 RI 社長獎中鼓勵社友註冊並使用 RI 網站，欲參加年會之社友註冊請自行上網

註冊（http://www.riconvention.org/en/seoul/register），註冊相關費用如下： 

2015 年 12 月 15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10。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75。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後註冊，每人註冊費 USD 440。 

**社友亦可以使用附件表格自行傳真至+1847 556 2194(不建議使用此方法，因傳真可能會有頁

面遺漏或不清楚而造成報名延遲並影響優惠價格；另國際扶輪不受理以電子郵件繳交之註冊表，

請務必留意)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九日 

第 149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 1491 次例會 

【新北市國中.小學第 25 屆書法頒獎典禮暨與

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2 月 26 日(星期六) 

10:30 報到 

11:00 鳴鐘開會 

12:30 餐敘聯誼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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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 

 

友社授證 

【新北圓桌扶輪社創社成立晚會】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五)17:30 註冊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7 樓香蘊廳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2 日  第 148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Frank、Herbert、

Jason、Kevin、Navigare、Obama、Tiger、

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12月 12日   第 148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00,500

Cathay 5,000 Lobo 2,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2,000 Otoko 1,000

Eric 1,000 Polo 1,000

George 1,000 Roberta 10,000

Jack 1,000 Sky 1,000

James 5,000 Smile 2,000

Junior 1,000 Stock 3,000

Land 1,000 Sun-Rise 1,000

Life 3,000 Trading 2,000

小計：     $45,000 總計：     $745,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20,100

Kenny 5,200 Stock 10,200

小計：      $15,400 總計：     $53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