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17 日   第 1542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圓夢計劃榮譽顧問陳雪鳳女士、圓夢計劃執

行秘書王溫蒂小姐、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陳

美君小姐、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李榮鏗先

生、新北市家扶中心社工徐乙文小姐、新北

市家扶中心孩童潘蘭、劉怡軒、楊仁杰、鄭

葳唭、鄭鈺臻、簡婉婕、簡妏娟、簡士凱、

游騰閔、游于嫻、台灣慈幼會會長陳騰駿先

生、秘書長何茂荃先生、秘書長特助陳金宸 

女士、常務理事楊桂枝女士、會計組長劉金

生先生、大事紀組長 何紝青先生、中和國小

校長劉能賢先生、註冊組長水祥苓先生、文

書組長阮淑茹小姐、台灣慈幼會孩童高宇

伭、江宜庭、劉傳志、葉珈瑄、陳云萱、江

峻佑、呂佳治、陳盈欣、吳維晏、林芝倩、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

生、前團長孫孝澤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

姐蒞臨本社。 

祝賀 P.P.Cathay、P.P.James 夫人、Kevin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聖誕鈴聲」、「愛的禮物」。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

生致詞：今天下午三時三十分在社館會議

室，板東扶青團要召開例會，敬邀各位

Uncle 留步參與我們的例會。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社區服務-歲末寒冬義賣園遊會，謹

訂於十二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

時三十分假板橋漢生東路第一運動

場前舉行。 

*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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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扶輪家族歲末感恩慈善音樂會暨 2016- 

2017年度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 

頒獎典禮，謹訂於十二月十八日(星期 

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假新北市政府三樓 

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3) 十二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謹訂

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中午十一時

四十五分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敬邀社友伉儷踴躍參與球敘。 

 圓夢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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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大力支持

此活動，讓我們能幫助更多人實現他們小

小的夢想，用行動讓世界更加祥和，重燃

對生命的熱情。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陳美君女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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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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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夢計劃榮譽顧問陳雪鳳女士、本社社長

劉炳宏 Hero、社區主委吳得利 Polo 代表致

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380 份聖誕禮物予弱

勢家庭孩童。 

 台灣慈幼會會長陳騰駿先生致詞： 

感謝大家對台灣慈幼會弱勢孩童的照顧， 

也讓孩子有機會圓夢並感受到大家對他們 

的關愛。 

 圓夢計劃榮譽顧問陳雪鳳女士、本社社長

劉炳宏 Hero、社區主委吳得利 Polo 代表致

贈，台灣慈幼會 100 份聖誕禮物予弱勢家

庭孩童。 

 糾察謝堂誠P.P.Land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孩童 448 份春節禮物 
*時間：1月 9日(星期一)13：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社區服務-捐贈家扶中心、台灣慈幼會孩童 48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這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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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380 份禮物                 致贈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禮物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 
時間：12月18日(星期日)10:30  

地點：新北市第一運動場 

一年一度與弱勢家庭同歡分享愛心的時刻又到

來了。此次，由扶青團團長周忠志與團員們努力

策劃，準備實用的「口罩」參與義賣，以歡喜的

價格讓受扶助家庭採買。 

此次活動共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 9,000 元，希望

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動，將社會

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提供弱勢家庭親

子同樂的機會。 

 

社區服務-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地區獎助金服務計畫『捐贈創世基金 

會板橋分院衛材包、營養包』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3: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板橋分院成

立至今已服務 1700 多為植物人，目前院內

安養 55 人，到宅服務 107 人。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期望透過我們拋

磚引玉之舉，讓植物人院內安養以及到宅服

務，可以維護植物人的生命尊嚴，減輕其家

庭負擔，讓社會更加安穩。 

此計畫共募集 500,000 元捐贈創世基金會板

橋分院，經費來源為：申請地區獎助金 290,000 元、助理總監蔡富得 A.G.Screen 捐款 50,000 元、

地區副秘書賴建男 D.V.S.Otoko 捐款 20,000 元、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

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區社分別捐款 20,000 元，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分別捐款 10,000 元。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家長志工協會提升弱勢家庭婦女職能課程 
時間：12 月 18 日(星期日)13: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由板橋社捐款 40,000 元、永和社捐款 20,000 元、

板橋東區社捐款 20,000 元、板橋東區扶青團捐款

10,000 元、板橋扶青團 捐款 10,000 元，合計

100,000 元。 

贊助社團法人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長協會，培

訓單親及新住民婦女增加自信及職能課程，讓單

親及新住民婦女改善經濟弱勢的問題，並輔導考

取證照，更進一步提升自信心，協助脫貧、減少

社會問題、減輕社會支出成本。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 154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羅國龍 P.P.Lobo 

主  講  者：財團法人中華安得列慈善協會 

執行長 羅紹和先生 

講      題：從國防發言人到慈善協會執行 

長 
 

下週節目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 1544 次例會 

適逢元旦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一月七日 

第 1545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六) 

12:00 五樓報到、用餐 

13:00 三樓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主講：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 

營養部主任 陳珮蓉博士 

講題：飲食健康 vs. 健康食品 

 

秘書 Jason 千金結婚典禮 

*時間：12 月 25 日(星期日)18:00 

*地點：1919 藝文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85 號) 

 

 

 

敬祝 生日快樂! 

羅致政社長當選人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4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7 日  第 154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Frank、Herbert、Kevin、

Navigare、Tetsu、Tom、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月 12月 17日  第 154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82,429

AL 1,200 Otoko 1,000

Cathay 2,000 Pol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3,000

Hero 6,000 Shige 1,000

James 3,000 Sky 2,000

Jason 1,000 Smile 1,000

Land 1,000 Stock 2,000

Life 1,000 Taylor 1,000

Lobo 1,000 Trading 2,000

Obama 1,000  

小計：     $32,200 總計：   $1,014,6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62,300

Jack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7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