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2 日  第 1650 次例會 

 

 本次例會為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

例會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由板橋北區扶輪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兩社主辦。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李老丁 P.CNC 鳴鐘開會。 

 板橋北區扶輪社聯誼主委部政翰 Heaven、板

橋東區扶輪社聯誼主委江基清 P.P.Al 介紹

友社社友、來賓：歡迎主講者亞洲工商界第

一名嘴張錦貴教授、地區總監蔡志明 D.G. 

Li-Shin、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伉

儷、前總監劉祥呈 P.D.G.Syo-Tei、李進賢

P.D.G.ENT、2021-2022 地區總監提名人黃文

龍 D.G.N.D.Wood 伉儷、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張

玉梅 A.G.Hotel、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賴鴻

興 D.V.S.Tile、板橋扶輪社社長阮良雄 

P.Wrieless 暨全體社友、板橋北區扶輪社 

社長李老丁 P.CNC 暨全體社友、板橋東區扶

輪社社長林振哲 P.SKY 暨全體社友、板橋南

區扶輪社社長張振坪 P.Wireless 暨全體社

友、板橋西區扶輪社社長陳啟洧 P.Eric 暨全

體社友、板橋中區扶輪社副社長陳明月

V.P.Kara 暨全體社友、板橋群英扶輪社社長

秦孟暘 P.Peter Chin 暨全體社友、新北光

暉扶輪社社長當選人黃騰文 P.E.Wen 暨 全

體社友、立法委員羅致政 I.P.P.Master、立

法委員張宏陸 Aero、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攝

影組，蒞臨本次聯合例會。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你

好嗎?」、自選曲「快樂的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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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八扶輪社本週壽星，生日快樂! 

祝福八扶輪社本週結婚週年者，結婚週年 

紀念快樂!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李老丁 P.CNC 致歡迎

詞。 

 地區總監蔡志明 D.G.Li-Shin 致詞。 

 板橋北區扶輪社秘書張春寶 S.Bob、板橋東

區扶輪社秘書吳得利 S.Polo 代表八扶輪社

做本次例會秘書報告。 

 板東區扶輪社出席主委謝堂誠 P.P.Land 代

表八扶輪社做本次例會出席報告。 

 板橋北區扶輪社社友葉濬承 Levine 擔任節

目介紹人，介紹本次聯合例會主講者「亞洲

工商界第一名嘴張錦貴教授」。 

如何經營一個家 

 

 

 

 

 

 

 

 

 

 

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張錦貴教授 

認識「家」 

台灣的離婚率越來越高，除了良好的溝通之外，

夫妻間也須一起成長，你的人生要成功，美滿的

家庭在背後是一大助力，幸福和命運之鑰從此就

掌握在您自己手裡！ 

傳播善知識與正念 

樂善好施得福報，知足善解得智慧。 

我們一起來，懷大愛心，做小事情。 

德決定命運，善改變人生。 

存好心-起心動善念，吉祥隨之。 

說好話-能利他的話，凶災避之。 

行好事-能幫人利人，福祿隨之。 

做好人-能敬人愛人，天必佑之。 

如何經營一個家 

家和萬事興，其次家是我們奮鬥的泉源，家是停

泊的港彎，家是幸福源泉，家是奮鬥的動力，家

是心靈的樂園。 

家庭好跟事業有何關係?沒有目標的人生，是沒

有意義的人生。親情無價，不是用錢可以換來的。

我們要去檢討、反省、懺悔，禍福無不自己求得。 

人到暮年，家庭才是我們最後的歸宿，擁有幸福

的家庭才是人生的目的。事業只不過是為了，維

護家庭幸福而採取的一種手段，走過世界才發現，

家是最美的歸宿。 

 由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李老丁

P.CNC、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八扶輪社致贈張錦貴教授車馬費。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共同致贈八

扶輪小社旗予張錦貴教授，感謝其精湛分

析演說。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林振哲 P.Sky 致閉會

詞並鳴鐘閉會。 
 

社長 Sky 公司春節晚會 

*時間：1月 22 日(星期二)18:0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加妙柔一 

髮型美容技術協會春節聯歡晚會。 

 

全球獎助金- 

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行動圖書車 

*時間：1月 23 日(星期三) 

*地點：福山 Lokah 小屋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 41 號)  

*程序：11:00 貴賓報到「福山 Lokah 小屋」 

11:30 行動圖書車捐贈儀式開場儀式 

11:40 貴賓致詞、受贈儀式 

12:00 休憩，福山泰雅風味餐食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1月 12 日(星期六)11: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亞洲工商界第一名嘴張錦貴教授、D.G.Li-Shin、A.G.Hotel、D.V.S.Tile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浮洲歲末愛心園遊會 

*時間：1月 5日(星期六)14:00 

*地點：板橋浮洲橋下(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底穿越橫移門) 

扶輪社秉持扶助弱勢的精神，由前社長羅致政 I.P.P.Master 發起舉辦浮洲歲末愛心園遊會暨慶 

祝浮洲橫移門開通活動。現場除了社長林振哲 P.Sky 妙柔一公司的義剪攤位外，還有十幾個愛心

攤位，可以讓弱勢家庭大人、小人同樂，也歡迎社區民眾共襄盛舉，當天只要捐三張發票就可以

兑換一張園遊券，並將活動所得發票全數捐給新北市家扶中心，讓社區民眾樂得直呼做好事、得

好物。 

本社也與小土狗志工協會共同準備 2百多份溫馨年菜禮盒(內有六菜一湯)將於一月底前送予弱勢

家庭，讓他們能享用美食、溫飽過個好年。 

 

 

  

 

 

 

 

 

 

     浮洲歲末愛心園遊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一月十九日 

第 165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宏道法律事務所 

所長 鄭凱鴻先生 

(新北市新世代社 A.G.Lawyer) 

講      題：為什麼律師要替壞人辯護?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六日 

第 1652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12 日  第 165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David、Frank、Kenny、Leo、Obama、 

Otoko、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1 月 12 日  第 1650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80,800

AL 7,700 Mars 5,200

Fuku 5,200 Polo 7,700

George 5,200 Wood 5,200

小計：      $36,200 總計：      $717,000

 

 

敬祝 生日快樂! 

許家榮社友夫人(66.01.19)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42.01.23) 

謝堂誠前社長夫人(40.01.2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陳萬祥前社長(103.01.19)5 年 

郭道明前總監(54.01.24)54 年 

 

 

訃聞 
社友 劉孟賜(Bright)尊堂劉高美枝老夫人，

慟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三)未

時壽終內寢，享年 81 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

社友同感悲憫。  

【靈  堂】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543 巷 9 弄 10 號。 

【告別式】 

*時間：1月 30 日(星期三)11:30 公祭 

*地點：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明孝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56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