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 
黃文龍 P.P.Wood 成為本社第七位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榮譽董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敦聘辦法，

以歷年捐款累積達到新台幣壹佰萬元，內含永

久基金二十萬元之社友，或歷年捐款累積達到

200 萬元以上之鉅額捐獻社友為獎勵對象。承

諾於最近五年內認捐之社友亦同∘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

育學校學生 43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4 日(星期一)14:00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例 會 記 要 

12 月 08 日  第 1645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

貴月女士(台北南方扶輪社社友 Areana)、社

長 Sky 夫人蔡麗娟女士、P.D.G.Trading 夫

人郭林美惠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

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女

士、P.P.Just 夫人陳麗慧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P.P.Land 夫人顏美淑女士、 

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I.P.P.Master 陳

亮吟女士、社長當選人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

士、秘書當選人 Benson 夫人林燕妮女士、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Jey 夫人陳佳珮女 

士、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廷先 

生、團員吳昕蓓小姐、張祐禎先生、黃盈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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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Smile、P.P.Just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ENT、Tayl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輪

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恰似你的溫柔」、

「大家攏嘛好作伙」。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廷先生

報告九-十月份活動回顧，七-十二月份收支

表，並請邀請各位 Uncle 參與十二月九日家

扶中心義賣活動，以及介紹明年度新任團長

為吳昕蓓 Ann、秘書賴弈閎 Leo。 

 社長林振哲P.Sky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上

半年度經費五萬元予扶青團。 

 

 

 

 

 

 

 

 

 

 

 出席謝堂誠P.P.Land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感謝 P.P.Stcok 夫人準備，大湖烤蛋

分享與會人員。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

議，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馬來西亞前行說

明會，屆時敬請參加人員撥冗出席。 

(4).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義賣園遊會，謹訂

於十二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十五

分假板橋漢生東路第一運動場舉行。 

(5). 社區服務-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捐聖誕

禮物活動，謹訂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星

期一)下午二時假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舉行。  

(6).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謹訂於一月十二日(星期六)中午十一

時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此次聯合例會由我們與板橋北區扶

輪社合辦，邀請張錦貴教授，主講「如

何經營一個家」，歡迎有興趣之社友

夫人務必登記報名，以利安排中午用

餐事宜。 

 社友 Jey 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貴月女士 

出生：1965 年 7 月 2日 

學歷：國立台中商專企管科畢 

曾任：國際扶輪 3523 區儲備講師 

現任：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台北市南方扶輪社社友 Areana 

中國音樂欣賞 

 

 

 

 

 
 
 
 

 
 
 
 

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貴月女士 

瑤族小百科 

瑤族，又稱傜族、徭族。 

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源自古代東夷部落, 傳說

中為盤瓠與帝嚳之女的後裔。為中國最長壽的

民族之一。 

瑤族的分布 

廣泛分佈在亞、歐、美、澳等各大洲。 

大部分在中國內境，分佈在廣西、湖南、廣

東、雲南、貴州和江西六省裡，其中以廣西為

最多。 

根據 2010 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瑤族人口數為

2,796,003 人。 

瑤族舞蹈 

瑤族善舞，歌、舞一家，密不可分。 

舞蹈多與宗教祭祀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是長鼓

舞和銅鼓舞。 

《瑤族舞曲》創作緣起 

1951 劉鐵山的采風之行 

1952 茅沅改編為管弦樂曲 

1953 北京首演 

1962 彭修文改編為民族管弦樂曲 

瑤族舞曲曲式 

曲式：為 A  B  A 三段體 

導奏: 以弦樂撥弦方式展開。 



A 段：以如歌般的慢板與輕快活潑的快板樂章接

續進行。 

B 段：是一段非常抒情柔美的樂段，有種情侶間

在銀色的月光下漫步低語的浪漫情懷。 

A 段：回到前面的 A 段落音樂，但比前段更簡

捷，快板樂章更熱烈歡慶的衝向終點。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車馬費、小社旗予林執行長感謝其精彩分

享。 

 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捐贈恆春醫療

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弱勢家庭學童課後輔導班助學金 
*時間：12 月 7 日(星期五)10:00                                        *地點：五社社館 

我們關注到台灣尾恆春半島五鄉一鎮共有三百多個學童，長期在家庭教育與營養攝取的不足處。

因此八扶輪社向地區申請配合款 USD10,404.(台幣 321,671 元)，另外板橋社捐贈 50,000 元，板

橋群英社捐贈 40,000 元，新北光暉社捐贈 20,000 元，其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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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捐贈 42,000 元，合計捐贈新台幣 641,671 元。我們將款

項捐贈給恆春基督教醫院讓偏鄉弱勢學童，讓他們每天能有一頓豐富營養的晚餐以及輔導員協助

課業。 

 

 

 

 

 

   

 

  

 

 社長 Sky、秘書 Polo 代表本社捐贈 42,000 元    八扶輪社與基督教學醫院院長陳志成先生合影 

 

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2 月 8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周正義、羅致政 

吳得利、林振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一月份行事曆 

        01/05 第 1649 次例會，「台灣電力現況

與核能發電」台灣電力公司除役及選

址溝通中心督導 陳東凱先生。 

        01/12 第 1650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

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板橋吉立餐廳

舉行。 

01/19 第 1651 次例會，「為什麼律師要

替壞人辯護?」宏道法律事務所所長 

鄭凱鴻先生。 

        01/26 第 165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春季旅遊-台中花博一日遊，謹訂於中

華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日)

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五日 

第 1646 次例會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201 份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 1647 次例會 

組團訪問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暨慶祝締結姊妹社 20 週年紀念暨續盟儀式 

 

節目預告 

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 1648 次例會 

適逢元旦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8 日  第 164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Coach、Dental、Frank 

Kenny、Leo、Otoko、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羅致政前社長夫人(54.12.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莊金盤社友(81.12.20)26 年 

郭昭揚前社長(57.12.25)50 年 

郭俊麟社友(100.12.30)7 年 

王文霖社友(81.12.31)26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12 月 08 日  第 164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73,600

Al 2,000 Jey 1,000

Benson 1,000 Just 4,000

Cathay 1,000 King 1,000

David 2,000 Land 1,000

ENT 3,000 Life 1,000

Eric 2,000 Master 2,000

George 2,000 Polo 1,000

Hero 5,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ky 5,000

James 2,000 Trading 2,000

Jason 2,000 Wood 5,000

小計：      $47,000 總計：      $720,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99,400

Just 5,200 Tetsu 5,200

Trading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615,000
 

扶青團 承上期：    $19,000

Benson 1,000 Jason 1,000

David 1,000 Just 1,000

Eric 1,000 Kay 1,000

George 2,000 Will 1,000

James 1,000  

小計：      $10,000 總計：       $2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