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廿五屆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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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恩宇 陳姿穎 湯宗穎 張麗蓮 呂茌慧 汪彥璋 

第二名 王思勻 汪彥璋 張佳薇 楊國斌 蕭奕衡 楊國斌 

第二名 周岷玄 謝文傑 高宇擎 楊漢隆 徐婕瑜 楊國斌 

第三名 高珮珈 陳芝樺 林藝欣 張麗蓮 邱浚晏 許瑞耀 

第三名 賴冠宇 王麗華 劉峻廷 楊國斌 施雨妍 許瑞耀 

第三名 賴柏呈 林欽商 鄭登元 張榮芳 吳韶恩 楊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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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2 月 19 日   第 1490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Junior： 

歡迎社友 Tiger 夫人張桂香女士、孫女王晴

樂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Cathay、Master 夫人，生日快

樂! 

祝福 P.P.James 結婚 47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聖誕鈴聲」。 

 代理秘書 Jason 報告： 

(1)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例會為舉辦

「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暨與板橋北

區扶輪社聯合例會」，故將例會移至板

橋銀鳳樓餐廳二樓舉行。 

當天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並注意 

例會時間為，上午 10:30 報到、11:00 

鳴鐘開會、12:30 餐敘。 

(2)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

訂於一月九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新

北市農會舉行。 

 社務討論會由社長 Roberta 代理主持。 

會中討論為配合韓國世界年會提前舉行授證

二十九週年慶典，以及合併例會配合承辦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四十週年慶典活動。 

 出席 P.P.Lobo、代理糾察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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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台灣慈幼會 

孩童獎助學金 

時間：1月 17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海山國小 

(板橋區漢生東路 280 號) 

 

十二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劉炳宏、張正鳴、黃明志、羅致政、 

陳萬祥、蕭慶安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原訂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三十日(星

期六)中午例會，為配合承辦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會四十週年暨 2015~2016 年

度獎學金頒獎典禮，故將例會合併至

新北市政府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本社授證二十九週年紀念慶

典暨女賓夕，為配合韓國首爾世界年

會故提前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十五

日(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板橋慈惠宮推薦申請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會慈惠宮冠名博士班五位、慈惠宮

冠名碩士班六位，板橋東區扶輪社推

薦申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班冠名

學生六位。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 17 日(星期日)16:00 

地點：秋料理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51 號 2 樓) 

備註：陳萬祥、謝堂誠、劉炳華 

        劉炳宏、張正鳴、賴建男 



地區簡易獎助金&社區服務-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認養 

海芋發現工坊-就業培訓工坊 

時間：12 月 16 日(星期三)14:00                       

地點：新北市家扶中心鶯歌親子館(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 號) 

新北市家扶中心現今扶助家庭一七○戶，共扶助近四○○位孩童。近年來鶯歌、三峽地區

人口已超過二十萬人(依據 104 年戶政司資料)，低收入戶約占總戶數 1.2%，換言之三峽、鶯

歌地區經濟弱勢潛在人口至少超過二千四百人。因此新北市家扶中心從中華民國一○年開始建

造親子館，期待能為未來的鶯歌、三峽、樹林地區真正有需要的經濟弱勢家庭服務，但親子館

幾經募款費用不足，配合公安艱困。 

中華民國一○四年初經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李榮鏗先生(亦是本社 P.P.Smile)向新北市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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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光暉社)提案，由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炳華先生(A.G.Stock)、新

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林功瑞先生(D.V.S.Success)代表第新北市二分區八扶輪社親自前往

家扶中心鶯歌服務處查訪、面談，隨之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召開新北市第二分區八

扶輪社籌備會議，會中我們邀請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周大堯先生、主委李榮鏗先生、鶯歌服務

處督導蔡順祥先生、社工嚴姿女小姐列席說明，我們瞭解到鶯歌親子館的重要性以及三鶯、樹

林的需求，八扶輪社決定將資源挹注於此，更獲得地區總監邱添木先生(D.G.Polish)支持申請

到地區簡易獎助金美金 12,000 元，我們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鶯歌親子館新台幣 691,000 元

認養「海芋發現工坊-就業培訓工坊」。 

海芋發現工坊(手工 DIY)已在鶯歌服務處成立近一年，舉凡上課、製作藍染、馬賽克拼貼、

手拉坯、成長團體，都塞在這小小的空間裡，此空間不只屬於海芋發現工坊，還需要提供課輔、

廚藝訓練、會議、才藝課程等等，一個空間內需要塞全部的活動真的不夠用，未來能在親子館

擁有此專屬空間對家扶中心受助家長來說真的是一大福利。此筆經費將運用於空間硬體設備及

專業訓練所需的軟體部份，這些都能讓海芋工坊的家長朝自立目標邁進。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感謝地區總監邱添木伉儷(D.G.Polish) 的認同與重視，親

自出席此捐贈儀式。當日海芋工坊的成員之一，秀玲媽媽也代表分享人生經歷與學習歷程。秀

玲媽媽一人獨自照顧兩名小二、幼稚園大班的孩子，在人生困境時，她曾經想要走上絕路，然

而，為了兩位孩子，她仍咬牙撐過，當個堅強的媽媽。秀玲媽媽得知有開設此課程，便報名參

加，透過學習一技之長:藍染技術、馬賽克拼貼、手拉坯等，更建立理財觀念及經營理念。秀

玲媽媽說海芋發現工坊給他很多正向能量，學習一技之長對中年家長來說是一大保障，未來失

業不怕沒有收入，更可以兼顧孩子的成長。我們衷心期望未來仍有更多像秀玲媽媽一樣的家長

能夠自立，藉由專業技能學習及創業經營實習，提升就業競爭力、職場積極正向態度及創業能

力，讓他們早日脫離貧窮圈，生活越來越美好。 

 



地區簡易獎助金&社區服務-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認養海芋發現工坊-就業培訓工坊 

 

 

 

 

 

 

 

 

 

 

 

 

D.G.Polish、D.S.Kenma、A.G.Stock、D.V.S.Success、新北市第二分區板橋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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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光暉社社長代表揭牌 
 

 

 

 

 

 

 

 

 

 

D.G.Polish 和 A.G.Stock 代表八扶輪社     

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新台幣 691,000 元 

 

 

 

社長 Roberta、社區主委 P.P.Eric 暨社友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39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四)13：0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家境貧困的阿生，在寒冷的冬夜裡，一家四人卻只有一條棉被可以禦寒。 

「媽媽最怕冷了，晚上常常冷到睡不著」 

「我不要電動玩具…」 

「我只希望有一條棉被能送給媽媽，這樣媽媽就不會再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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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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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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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堂堂邁入第十個年頭，如同活動初使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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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小的禮物，代表一個小小的願望，這個願望不在於「捐贈

的價格」，而是「滿滿愛的價值」。小小禮物滿足孩子小小願望，愛的記憶將永遠停留在孩子心中，

永遠記得這份美好，讓孩子們長大後也能分享愛與關懷。 

 

 

 

 

 

 

 

 

 

 

 

 

 

 

 

 

 

 

 

社長 Roberta 與社友們裝扮聖誕老公公頒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39 份禮物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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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一月二日 

第 1492 次例會 

 適逢元旦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一月九日 

第 1493 次例會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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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當日敬請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林振哲社友夫人(55.01.08)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9 日  第 149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Dental、Frank、Herbert、Kevin、

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Pol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12月19日   第1490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45,500

Cathay 2,000 Lobo 1,000

Hero 2,000 Navigare 1,000

James 4,700 Roberta 5,000

Jason 1,000 Sky 1,000

Junior 1,000 Smile 1,000

Just 500 Stock 2,000

Justice 1,000 Tiger 1,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Leo 3,000  

小計：     $30,200 總計：     $775,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35,500

Aer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40,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