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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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第 1595 次例會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系助理教

授劉長政先生、來賓彬彬教育機構吳明聰 

博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社長 P.Mast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James 結婚 49 週年快樂!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感恩的心」、

「感謝你的愛」。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12 月 30 日第 1596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

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2) 社區服務-寒冬送年菜給板橋地區清寒

家庭活動，每份年菜 1,500 元，歡迎社

友寶眷響應登記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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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恭喜社友 Junior、Archi、Kenny、

Life，參加 2017-18 年度卓越盃桌球

比賽扶輪暨身障邀請賽，榮獲團體扶

輪組季軍。 

(4) 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畫快閃活

動，謹訂於 12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4:45~15:00 假板橋火車站 B1 廣場中

間-聖誕樹旁舉行。 

(5)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謹訂於 1月 6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假

新北市農會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

穿著西裝出席。 

 前社長黃伯堯 P.P.Ja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劉長政先生 

出生：54 年 2 月 11 日 

學歷：英國杜倫大學中東與伊斯蘭研究中 

心博士 

曾任：國際特赦組織理事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 

教授 

榮譽：聯合國計畫開發署（科威特）講師， 

外交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訪問學者 

伊斯蘭文化介紹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長政先生 

伊斯蘭文化的產生得益於伊斯蘭教的產

生，可以這樣說：沒有伊斯蘭教，就要沒有阿拉

伯民族的崛起，就沒有伊斯蘭文化的產生。  

阿拉伯文化與其他世界各地文化迥然不同，尤其

受宗教影響，有許多不可碰觸的禁忌及習俗。 

伊斯蘭教法影響伊斯蘭文化的形成，伊斯蘭

教禁止飲酒，到今日還是一樣，又禁止吸菸和任

何毒品。由於教義嚴禁飲酒，在伊斯蘭世界咖啡

的飲用發展和流行，成為主要的飲料，伊斯蘭教

又禁止崇拜偶像，因此傳統伊斯蘭世界的藝術成

就不在於人物繪畫方面，而更多的是《幾何圖形》

的設計、《阿拉伯文》、《書法》，《伊斯蘭建

築/波斯建築》藝術等。 

從信徒人數和影響範圍來看，伊斯蘭教僅次

於基督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阿拉伯字母也是

僅次於拉丁字母在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文字系

統。不幸的是，這兩種文化相互為鄰，歷史上亦

曾經發生過多次非常激烈的鬥爭，目前世界上絕

大多數熱點局部戰爭和國家內部的有兩教爭鬥

的影子，可說是兩種文化的衝突。 

伊斯蘭教起源於沙漠民族，出於在嚴酷的氣

候條件下保護婦女的需要，對婦女的面紗、服

裝、室外活動等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可是也削弱

了婦女的地位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主講者劉博士小社旗、車馬費、紀念

品，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比賽日期：3月 26 日(星期一) 
    09:00 報到，10:30 開球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報名日期：自即起至 2月 28 日(星期三)止 
*擊球費用：果嶺、桿弟及車合計 2,449 元 
*報 名 費：每位新台幣 500 元整，不克出 

席者恕不退費。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愛樂種 

子贈票記者會 
*時間：12 月 20 日(星期三)14: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相信音樂能帶來生命

改變的契機，因此向地區申請配合款 USD10,400 另外助理總監劉朝淵 A.G.Elevator、地區副秘書

林秀鳳 D.V.S.Shally 與八社募集新台幣 440,000 元，合計共新台幣 750,000 元。我們讓弱勢家

庭孩童接觸音樂，學習音樂。 

學習提琴並非只是一項技能，更重要的是培養孩童在學習過程中有努力且不放棄的精神，體驗到

不斷練習所得到的成就感，這種來自內心的肯定感，將化為正向的能量，足以抵抗現實生活的困

境。這些從看不懂五線譜、不會握弓的音樂生手，將在 1月 7日在新北市政府站上舞台「勇敢逐

夢 II 成果分享會」，要用琴音溫暖人心，也要展現他們勇敢追夢的堅毅。 

 

 

 

 

 

 

 

 

社區主委 Junior、社友寶眷與台北愛樂種子計劃學童合影留念 

 

地區總監辦公室來函照登 
主 旨：函請各社鼓勵友成為保羅哈理斯協會員，請查照。 

說 明： 

一、 保羅．哈里斯協會是對那些希望每年以更實際的方式支持扶輪基金社友所設計的一個特別

地區表彰計劃。保羅．哈里斯協會表彰每年捐獻 1,000 美元或更多金額給扶輪基金會年度

基金、根除小兒麻痺、及核准的全球獎助金計劃的扶輪社友們。 

二、 請鼓勵社友成為保羅．哈里斯協會的一員。承諾書如附件，請各扶輪社將社友之承諾書電

子檔傳至地區辦公室，正本請各社自行保留。 

三、 完成承諾後，地區將頒發獎狀乙紙以及徽章乙枚 。 

 

扶輪功夫秘笈~100%出席 

有規律的出席，扶輪社例會是一個堅強及有活力扶輪社必要條件，強調出席要回顧 1992 年 RI 宣

怖全球性的出席比賽，它激勵社員年復一年保持 100%出席。成千上萬的社員在他們所屬的扶輪社

或到他社補出席以保持 100% 出席為榮。 



本週節目 

一月六日 

第 1597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6日(星期六) 

12:00 五樓註冊、餐敘 

13:00 三樓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田弘茂先生 

講題：當前國際政經情勢簡析 

 

下週節目 

一月十三日 

第 15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王瓊玲女士 

講      題：走進故事，寫出人生 

 

敬祝 生日快樂! 

徐明偉社友(61.01.07) 

張宏陸社友(61.10.10)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林振哲社長當選人夫人(55.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28.01.09) 

劉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黃俊哲社友夫人(81.01.1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友(76.01.11)31 年 

劉孟賜社友(87.01.11)2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3 日  第 159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Coach、Dental、Frank、Leo、
Obama、Otoko、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2 月 23 日  第 159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42,100
AL 1,000 King 1,000
Benson 2,000 Land 1,000
Cathay 2,000 Life 1,000
ENT 2,000 Masa 1,200
First 1,200 Polo 1,000
Fuku 1,000 Roberta 1,000
Jack 1,000 Sky 1,000
James 4,900 Smile 3,000
Junior 1,000 Stock 2,000
Justice 1,000 Trading 2,000
Kenny 1,000  
小計：     $32,300 總計：     $874,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79,200
Tetsu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584,400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小太陽 

英文課輔計畫 
*時間：1月 13 日(星期六)09:30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