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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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會 記 要 

12 月 24 日   第 1543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吳得利 Polo： 

財團法人中華安得列慈善協會執行長羅紹

和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E.Mast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James，結婚 48 週年快樂! 

歡唱「青春嶺」、「花心」。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

出席概況和出席率。 

 代理秘書林振哲 Sky 報告： 

(1) 秘書 張正鳴(Jason)千金張以柔小姐

與呂理霖先生結婚典禮謹訂於十二月

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 1919

藝文中心舉行。 

(2)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第 1544 次

例會，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3)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謹訂於一月七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

假新北市農會舉行。(新北市板橋區縣

民大道一段 291 號)*屆時敬請全體社

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紅色領帶，撥

冗出席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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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社長羅國龍 P.P.Lobo 介紹主講者： 

姓名：羅紹和先生 

學歷：國防大學傳播碩士 

曾任：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副主任、國防 

部發言人 

現任：財團法人中華安得列慈善協會執行 

長 

榮譽：國軍楷模、國軍模範單位主管 

從國防部發言人到慈善協會

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華安得列慈善協會 

執行長 羅紹和先生 

過去在國軍新聞業務長達二十幾年，又當了

五年多的國防部發言人，我每天處理軍方的議

題，經歷過 1996 年台海危機、921 震災、SARS、

莫拉克風災、陸軍洪案、高雄氣爆、復興馬公、

台北空難、阿帕契直升機案、憲兵入民宅搜索

案…等。也創設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也首創軍方

與國家地理頻道、探索頻道等國際媒體合作。策

劃感動人心的廣告、微電影，提升國軍形象、士

氣。 

多年的軍旅生活，我深感危機處理三大要領:迅

速、精準、誠實。而行銷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口碑，

而良好的口碑需要全體成員共同努力! 

我小時候因為家庭貧窮，曾經住過孤兒院，

也曾是打架偷錢的問題少年，更因為自己和弟弟

曾經被迫住進孤兒院，很難接受明明父母還在，

為何卻變成「孤兒」?貧窮家庭孩子的自卑、自

我封閉，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我感恩國家、社

會對我的栽培與肯定，但我曾經接受過這麼多人

的幫助、提攜、關懷，所以我選擇退休軍旅生活，

一圓我人生做公益的夢，回饋幫助其他的弱勢孩

子。 

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2016 年台灣的低收

入戶家庭已超過 11 萬戶，而這個數字仍然持續

的增加。困苦的環境讓孩子的早晚難以溫飽，這

些正值成長發育的學齡兒童有部分生長曲線嚴

重落後、身形瘦小，明顯的營養不良，是我們應

該重視的社會問題。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自 2011 年底

成立，主要藉由推動「安得烈食物銀行」計畫，

透過教會、警察、學校、社福單位、村里長轉介

需要協助的弱勢家庭孩童。每月藉食物包援助，

輔以中長期關懷，來協助清寒及弱勢家庭孩童能

健康成長；另一方面也幫助其家庭度過困境，建

立自信心。 

我們結合夥伴單位，每月將可常溫保存的乾糧食

物組合成「膳糧食物包」，援助 15 歲以下的弱勢

孩童免於飢餓，協助身心靈健康成長教育宣導。

如遭逢突發事故，嚴重影響家庭生活存續，安得

烈受理通報後在 24 小時內透過「膳糧食物包」 

的方式進行援助。 

我們除了關懷照顧弱勢家庭孩童、少年，同時也

配合各國小、國中、高中學校舉辦「生命教育課

程」，鼓勵孩子們知福、惜福與分享，幫助弱勢

家庭的同學，同時宣導惜食，杜絕食物浪費。 

面對大型災害時，我們透過建立的網路體系，結

合各地倉庫物資的調動，和政府、民間團體攜手

進行災害援助。 

每個月，我們要準備 4127 份食物箱給 0-15 歲的

小朋友，但從 106 年一個開始，我們需要提供的

食物箱增加到 5100 份，安得烈慈善協會正在等

候您的加入，一起許孩子健康成長的希望。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羅執行長本社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

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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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板橋麗寶店 

 

補打 12 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 

*時間：1月 12 日(星期四)12:10 集合 

12:30 開球 

*地點： 龍潭高爾夫球場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1月 15 日(星期日)14:00 

*地點：社館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 

羅致政、江基清 

 

國際年會未來數年舉辦地點 

、日期 

年份 日期 地點 

2017 6 月 10-14 日 美國 亞特蘭大 

2018 6 月 24-27 日 加拿大 多倫多 

2019 6 月 1-5 日 德國 漢堡 

2020 6 月 7-10 日 美國 夏威夷 

2021 6 月 13-16 日 台灣 台北 

2022 6 月 5-8 日 美國 休士頓 

扶輪 ABC 

沒有個人特權(No Personal Privileges) 

朋友常常會問扶輪社員是否從他們社員的身

份獲得特別的商業利益。扶輪社之間的交易，

應該得到特別的折扣或某種優惠的服務嗎? 

    答案是明確的不。RI 程序手冊特別宣示

對於這個事情的扶輪立場。該政策，國際扶輪

理事會在 1993 年通過，就是在職業及專業關

係上〝一位社員不應期盼，更不應要求，其他

社友比這位社友對待他的商業或職業夥伴更

好的報酬或優惠---任何以交情獲得優惠或利

益的方法是違背扶輪精神的〞。 

    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新的或增加的營業收

入是來自扶輪友誼發展的自然結果---就像扶

輪以外也可能發生的情形---那就不與扶輪社

員倫理道德相抵觸了。 

    要記得，參與扶輪的主要目的是給每位社

員一個獨特的機會為他人服務，而不是為了個

人的利益或特別權益。 

 

2016 年立法會議相關 

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暫停】 

暫停社籍。扶輪社可以暫停社員社籍的日數為

最多 90 天。當暫停期間終了時，理事會必須

決定終止該社員的社籍或回復社籍使其成爲

現職社員。遭暫停社籍的社員有權進行上訴、

請求調停或交付仲裁。（16-49、16-50） 

因採取法律行動遭終止會籍。若有社員在該社

用盡所有扶輪規定之解決方法前，起訴或維持

控訴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包括理事、保管

委員、職員、以及雇員，該社可能遭到 

扶輪社及地區支援（CDS），2016 年 6 月 4 

暫停或終止會籍。立法會議亦闡明了 RI 理事

會針對重復提出選舉控訴的地區可採的措

施。（16-81）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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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一月十四日 

第 154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邱明政 P.P.Masa 

主  講  者：PKH 高爾夫球網球學院 

總教練 彭冠勳先生 

 

敬祝 生日快樂! 

徐明偉社友(61.01.07) 

張宏陸社友(6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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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24.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友(76.01.11)30 年 

劉孟賜社友(88.01.11)1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4 日  第 154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0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Coach、Frank、Herbert、Kevin、

Navigare、Obama、Tetsu、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月 12月 24日  第 154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014,629

ENT 300 Just 500

Eric 1,000 Land 500

First 1,000 Lobo 1,000

Fuku 1,000 Masa 1,000

George 1,200 Roberta 2,000

Hero 6,000 Sky 2,500

Jack 100 Smile 2,000

James 4,800 Stock 2,000

Junior 200 Trading 2,000

小計：     $29,100 總計：   $1,043,7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0,000

First 12,700 Navigare 7,700

小計：      $20,400 總計：     $79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