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8 日  第 1449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今日為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恭祝全體社友

寶眷吉羊如意! 

 聯誼 P.P.AL： 

歡唱「廟會」、「快樂出航」! 

敬祝 P.P.ENT、P.P.Long，生日快樂! 

敬祝 Archi、Sky， 結婚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第二十九屆第二次籌備會議，謹訂於三

月十四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召開，屆時

敬請第二十九屆理事當選人撥冗出席會

議。 

(2)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宴請全體社友伉

儷，謹訂於三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五

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屆

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席出席。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社長 Otoko 頒發十二-三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敬請社友夫人青春永駐、身體健康。 

 感謝爐主 Alumi、Coach、P.P.Eric、Gary、

Hero、Kenny、Lawyer、P.P.Masa、Polo、Sky、

P.P.Tea、P.P.Tony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春季旅遊-東勢林場一日遊 

時間：03 月 22 日(星期日) 

行程：07：20 社館、馥華飯店集合、早餐 

07：30 出發 

10：00 東勢林場生態導覽 

12：00 東勢林場午餐 

15：30 亞洲現代美術館 

17：30 秋虹谷 

18：00 阿秋大肥鵝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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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授證   

【三重百福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19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鑑店五樓繁華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八號 5樓)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1 週年】 

時間：3月 24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土城大三元餐廳(土城區青雲路 152 號 5 樓)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6週年】 

時間：3月 2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大直典華飯店-花田好事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6樓) 

【三重北區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 

時間：3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大直典華飯店 5樓似錦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5樓) 
 

第 28 屆第三組內輪會   

時間：3月 17 日(星期二)12:00 

地點：真的好海鮮餐廳(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22 號 1 樓) 
 

三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   

擊球時間：3月 26 日(星期四)12:18 開球 

擊球地點：八里高爾夫球場(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嘉寶村寶斗厝里 91 號) 

擊球費用：每位 250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2015-2016 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 

一、時間：3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會。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三、參加： 

 職稱 中文姓名 英文尊稱 英文社名 

1.  社長 陳萬祥 P.E. Roberta 

2.  秘書 謝堂誠 P.P. Land 

3.  職業主委 江基清 P.P. AL 

4.  會計 劉孟賜 Rtn. Bright 

5.  社區主委 張富逸 P.P. Eric 

6.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劉炳宏 Rtn. Hero 

7.  社員主委 張正鳴 Rtn. Jason 

8.  扶輪基金主委 邱明政 P.P. Masa 

9.  公共象主委 羅致政 Rtn. Master 

10.  服務計劃主委 劉炳華 P.P. Stock 

11.  國際主委 蕭慶安 Rtn. Tiger 

12.  青少年主委 陳偉信 Rtn. Toms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3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社長 Otoko 頒發 12-3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社長 Otoko 致贈與會人員彩券-祝大家新年度羊羊得意、得意洋洋! 
 

社秘會   

時間：4月 12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26 號) 

 

第 25 屆地區年會 

時    間：4月 18 日(星期六) 09:10-10:50 餐敘、10:55 鳴鐘開會、18:10 扶輪之夜 

4 月 19 日(星期日) 08:50 鳴鐘開會、12:30 惜別午餐會 

地    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6、7樓) 

分組討論： 

組別 參加人員 

提案討論選舉人 賴建男、呂仁團 

行政管理暨社員服務 陳萬祥、張茂樹 

扶輪基金 葉進一 

公共形象暨服務計劃 劉炳華、張富逸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財團法人海山教育基金碩士班獎學金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所徐銘緯先生 

 

很感謝財團法人海山教育基金會 劉炳華先生提供了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碩士班獎學金，讓我運用在研究或是就學路上。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也提供我們一個獎學生聯誼會的平台，讓我們能

夠有機會去認識不同學校及不同領域的同學，吸收到有別於自己熟悉領域

外的知識，這樣的場合是我們平常很少有的機會，讓我們結識到其他朋友。 

除了四區迎新外，每個月還會有不定期的聚會以增進彼此的感情、將這份緣份延續下去，每次

的聚會都能感受到學長姐們的熱情，讓我們不覺得害怕。在不同的活動過程中，透過彼此的互

動、交流與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我想這也是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目的，希望我們能夠增廣

見聞，不要僅侷限在自己的框架當中。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的成立精神是以「服務」、「關懷社會」為主要目的。在我參與扶輪社的

活動當中，我能夠深刻的感受到扶輪社友們的親切及熱心，想為下一代盡份心力的心，也因為

有這群扶輪社友們的愛心，讓我們得以在他們的幫助之下獲得援助。對我來說，我所獲得的不

僅只是獎學金，它同時也提醒著我時時懷著感恩的心去看待周遭的人、事，放下腳步看看社會

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當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適時不吝嗇的伸出援手，讓他們與自己一樣感受

到社會上的溫暖。 

感謝扶輪社的幫助，我得到的實在太多，而且讓我體會到以前所沒有的感觸，所以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給予我的不只是一筆獎學金物質上的幫助而已，其帶給我內心深處的體會及感觸

是多更多的。 

 

扶輪 ABC-正常出席(Regular Attendance) 

    正常出席對一個強大有活力的扶輪社來說是必要的。強調出席可以追溯到 1922 年，那年國

際扶輪宣佈了一次世界性的出席競賽，鼓勵社友年年達到 100%出席率。很多社友以出來本社例會

或以補出席達成全勤為傲。 

扶輪 e社(網路扶輪社)讓社員很容易上網補出席。完成補出席，社友只要上 e社的網站登錄，

看線上多元題目的資料，發表評論，及填表交給秘書。你可以在 www.rotary.org 網頁查尋 e社

及該社使用何種語言交談的完整資料。 

雖然扶輪章程細則規社員只要出席或補出席合計達 50%即可，很多扶輪社鼓勵多出席，因為

社員缺席，該社就失去社員多元化的價值，進行中各項計劃的貢獻，以及社友間的聯誼。社的理

事會可以決定免出席的適當理由。國際扶輪理事會批准了例會頻率試驗，參與試驗的扶輪社可自

訂開會時間表而不需每週例會。試驗如果成功，立法會議可以將這些創新定為常規。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信正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所王琨堂先生 

     

能夠得到這次的獎學金真的非常感謝板橋東區社的郭祐福先生的推

薦，才讓我有機會踏入扶輪社這個大家庭，也讓我獲得了經濟上的資助，

我出生在板橋一個普通的家庭，母親在我三歲時卻因病而去世了，加上父

親需要工作的關係，所以從小就是阿嬤將我拉拔長大，但卻在我就讀國三

那年父親發生了嚴重的工作意外，高處墜落頭部著地，導致骨頭壓到神經，開完刀後還是只能拄

著枴杖走路，這個工作意外導致父親無法再繼續工作，並且領有中度殘障手冊，初期都是靠的父

親的存款勉強維持住生活，近年來因為缺少經濟來源，而家中的存款也所剩無幾，阿嬤近年則因

身體狀況不佳被別的親戚接去就近照顧。 

我曾經對未來感到無助，並且對生活感到失望，總是怨天尤人，抱怨著老天的不公平，到後

來我才明白這社會上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還有很多，也希望可以透過其他的公益活動去幫助其他

需要幫助的人，透過學習成長讓自己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需要幫助人不一定需要靠金錢的援

助，記得當我去接受中華扶輪獎學金的面試的時候，擔任面試官的板橋東區社的社長告訴我”做

善事不分大小，也不分金額的多寡，在小的事都是對社會上的貢獻，就算你只是告訴別人路怎麼

走，那也是在幫助別人做善事”，在未來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前往落後的偏遠國家擔任志工，去幫

助國外比我們更需要幫助的人。 

    過去我並不清楚也不了解扶輪社的存在以及運作方式，但在一次因緣際會的關係下讓我有機

會進入並且了解扶輪社，也非常感謝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在我家中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讓我

有機會可以繼續完成學業，朝自己的目標走，這是扶輪社對我的幫助，不是言語能夠形容的，非

常感謝板橋東區設的推薦，以及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在未來我會盡我的所能來回饋社會，推廣扶

輪之精神，將曾經經歷的感動傳承下去，讓台灣更多的年輕學子可以受到扶輪的幫助，讓扶輪可

以更加的為社會做出貢獻。 

 

扶輪 ABC-秘書處(The Secretariat) 

    很多社友認為秘書處只不過是在美國伊利諾州伊凡士頓市國際扶輪世界總部的另一個稱

呼。其實不只如此。秘書處是秘書長和六百多位職員，使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的工作有效率並

順暢進行的營運團隊。世界總部以外，秘書處也包括七個國際扶輪在世界各地的辦事處。秘書處

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扶輪社，國際扶輪的管理幹部及扶輪基金會服務。座落在 One Rotary Center

的國際扶輪總部大樓就是秘書處總部。 



本週節目 

三月十四日 

第 145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郭信正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所 王琨堂先生 

 財團法人海山教育基金碩士班獎學金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所 徐銘緯先生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一日 

第 1451 次例會 

 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

東勢林場一日遊。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 03月 08日   第 144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3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Herbert、Just、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Frank、Kevin、Sunny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擊球時間】：3月 16 日(星期一) 

09:30 報到、10:30 開球 

【擊球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參加人員】：賴建男、羅國龍、蕭慶安 

 敬祝 生日快樂! 

邱仁賢社友夫人(38.03.15)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36 年  

吳得利社友(79.03.18)25 年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5 年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宴請 

時間：3月 1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 

主旨：調整新北市第五及第八分區所屬扶輪 

社別。 

  說明： 

一、2015 年 2 月 16 日分區會議邀請  

2014-2015年度及 2015-2016 年度之扶 

輪社社長協調所屬分區。 

二、依據會議結論，調整新北市第五及第八 

分區所屬扶輪社別如下: 

第五分區 第八分區 

三重中央社 三重三陽社 

三重南區社 三重南欣社 

三重百福社 三重千禧社 

新北光耀社 三重泰安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