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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黃  檉 社友(61.04.25)Tech 
張  凱 前社⻑夫⼈(04.19)P.P.Kai 夫人 
高建順 社友夫人(04.22)Green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祥呈 前總監(52.04.21)P.D.G.Syo-Tei ♥ 
劉邱足 女士(結婚五十五週年紀念日) 

 

2017-18 年度第二十二屆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複審 

日期：107年 4月 20日(星期四) 下午 7：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春季旅遊 
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時間：107年 4月 21-22日(星期六-日) 

地點：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當天遊覽車時間： 

上午 6：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7：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三峽建安國小特色遊學課程 
認識及觀察螢火蟲 

時間：107年 4月 28日(星期六) 

地點：三峽建安國小(新北市三峽區建安路 67號) 

當天遊覽車時間： 

下午 1：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1：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楊東卿前社長 中山國民小學弱勢學童助學金 

 陸萬元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Smile社友贈送全體社友「文淵常萱詩跡

集二出入我情」一書。 

歡 迎 北 大 光 榮 扶 輪 社 組 團 蒞 社 訪 問 

臨時社成立：2015年 03月 04日 

RI批准日期：2015年 04月 27日 

授證日期：2015年 05月 21日 

區域界限：大台北地區 

輔導社：樹林芳園扶輪社 

總監特別代表：林月霞 PPLady 

創社社長：張育哲 CPMichael 

輔導成立：芳榮世界扶輪少年服務團 

例會時間：星期三下午 6：30~8：30 

例會地點：樹林區佳園路三段 101巷 101號 3樓 

現任社長：簡坤鈺 Kenyu 

現任秘書：鍾子康 Jack 

創社社友人數：30人 

現有社員人數：30人 

寶尊眷人數：7人 

辦事處：樹林區佳園路三段 101巷 101號 3樓 

電話：8970-1178 

傳真：2668-9478 

Email：beida.glory@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32401920296

069/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兒童青少年成長兒童青少年成長兒童青少年成長兒童青少年成長    

及老人抗衰老醫學新知及老人抗衰老醫學新知及老人抗衰老醫學新知及老人抗衰老醫學新知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鄭林診所副院長鄭康祥醫師 

身材矮小的定義身材矮小的定義身材矮小的定義身材矮小的定義 

在同年齡、同性別及同種族比較時，該孩童

的身高在正常生長曲線圖中小於第三百分位或低

於兩個標準差。 

正常的生長模式正常的生長模式正常的生長模式正常的生長模式 

˙自出生孩童期以至青春期正常的生長速率通常

是依據預期的模式。 

˙新生兒的平均身長為 50公分。 

˙第一年身長增加約 25公分(新生兒身長的一

半)。 

˙第二年身長增加約 12公分(新生兒身長的四分

之一)。 

˙第三年至青春期前，身高增加約為每年 4~6公

分。 

˙青春期，身高增加約為 10~30公分。 

不正常的生長模式不正常的生長模式不正常的生長模式不正常的生長模式 

1.本質性的身材矮小（Intrinsic Short Stature）： 

身材矮小，正常的生長速率，骨齡正常。 

2.生長遲緩（Delayed Growth）： 

生長速率正常，骨齡延遲，較晚進入青春期。 

3.生長停滯（Attenuated Growth）： 

身材矮小，不正常的生長速率，骨齡延遲。 

可能造成身材矮小的各種疾病可能造成身材矮小的各種疾病可能造成身材矮小的各種疾病可能造成身材矮小的各種疾病 

˙先天性骨骼發育不全。 

˙子宮內發育遲緩。 

˙先天性身材矮小症候群：如染色體異常、透納

氏症候群 。 

˙長期營養不良。 

˙長期使用類固醇及其他影響生長的藥物。 

˙各種慢性病：如先天性心臟病、肺部慢性病、

腸胃道疾病、慢性腎臟病、貧血、免疫方面疾

病或先天性代謝異常等。 

˙內分泌疾病：生長激素缺乏、甲狀腺功能過低，

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 

骨齡檢查骨齡檢查骨齡檢查骨齡檢查 

     

8 歲女孩的骨齡 X 光片   19 歲女孩的骨齡 X 光片 

青春期青春期青春期青春期（（（（Puberty）））） 

由性功能發育不成熟轉變成性功能發育成熟

的一個階段。此時個體內的荷爾蒙活性會有重大

的改變，個體會有第二性徵的出現，同時會有行

為上的改變。 

正常的青春期發育正常的青春期發育正常的青春期發育正常的青春期發育 

男生︰睪丸變大�長出陰毛�陰莖變長變大�身

高快速增加 

女生︰乳房變大�長出陰毛�身高快速增加�出

現月經 

性早熟性早熟性早熟性早熟（（（（Precocious Puberty））））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男孩在九歲以前或女孩在在八歲以前出現青

春發育期的第二性徵。 



 

 

 

 
 

 

 

 

 

 

 

 

 

 

 

 

 

 

 

 

 

 

 

 

 

 

 

 

 

 

 

 

 

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 時間：107 年 4 月 14-15 日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 
�總監總監總監總監 3H Team獎獎獎獎 

�扶輪社優等獎扶輪社優等獎扶輪社優等獎扶輪社優等獎 

�服務計畫獎服務計畫獎服務計畫獎服務計畫獎 

�中華扶輪基金奉獻獎中華扶輪基金奉獻獎中華扶輪基金奉獻獎中華扶輪基金奉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 12地地地地區區區區捐捐捐捐款款款款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490地區捐款地區捐款地區捐款地區捐款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490地區捐款地區捐款地區捐款地區捐款 

100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卓越項獻獎卓越項獻獎卓越項獻獎卓越項獻獎 

前社長 蕭錦聰 P.P.Glue 

前社長 楊明炎 P.P.James 

�地區服務功績獎地區服務功績獎地區服務功績獎地區服務功績獎(前總監前總監前總監前總監) 

前總監 洪學樑 P.D.G.Carbon 

前總監 劉祥呈 P.D.G.Syo-Tei 

前總監 賴正時 P.D.G.Victor 

�扶輪耆老特別獎扶輪耆老特別獎扶輪耆老特別獎扶輪耆老特別獎 

前社長 廖金順 P.P.Lion 

前總監 洪學樑 P.D.G.Carbon 

�扶輪耆老獎扶輪耆老獎扶輪耆老獎扶輪耆老獎 

前社長 林延湯 P.P.Building 

前社長 張愿福 P.P.Jyi-Lih 

社  友 林德明 Timmy 

前總監 劉祥呈 P.D.G.Syo-Tei 

前社長 葉文德 P.P.Gyne 

前社長 盧政治 P.P.Silk 

前社長 林志郎 P.P.Shi-Lo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 席 率：9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Art,Banker,Family,Food,Jia-Pin,Money,Skin 

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何淑華 代表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胡麗娟 業務經理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傅翊棋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

獎學生 
本 社 

黃盈庭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

獎學生 
本 社 

楊子逸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

獎學生 
本 社 

曾金川 負責人 竑安有限公司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37,116 

FAMILY 第三期 6,250 

GREEN 第四期 6,250 

合計  12,500 

累計  1,249,616 

一般捐款 

Care 總歡喜 1,000 

鄭康祥 講師費回捐 3,000 

合計  4,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Apple 歡迎主講先生及感謝!! 2,000 

合計  2,000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4月 29日(星期日) 

地點：北埔第一棧 

(新竹縣北埔鄉水際村 3 鄰 31-1號) 

當天行程如下： 

下午 1：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2：0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 

3：00大自然文化世界 

5：00北埔第一棧 

晚上 9：30 返回板橋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8 次例會 

                        107年 04月 26日 

●授證 51 週年籌備會議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7 次例會 

                        107年 04月 19日 

●主講人：聯合國 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  

李斐隆 秘書長 

●講題：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 

●節目介紹人：汪忠平 社友 

●北大光榮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