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06 日  第 1462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知韓苑執行長朱立熙先生、紳采國

際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木欽先生、領唱老師張智

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P.AL、Kevin 生日快樂! 

 秘書 Kenny 報告： 

(1) 感謝社友 Dental 致贈全體社友綠豆

糕、手工餅乾伴手禮。 

(2) 感謝韓國楊州扶輪社致贈與會社友

海苔、保養品。 

(3) 例會結束後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年度即將結束尚未繳納社費之社

友，敬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

納，以利社務運作。 

(5) 最近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參與。 

 社友 Life 介紹主講者： 

姓名：朱立熙先生 

學歷：政治大學韓文系、韓國延世大學大 

學院史學科研究、美國史丹福大學 

東亞研究所碩士 

   曾任：聯合報駐韓特派員 

中國時報社論主筆 

英文 Taipei Times 總編輯 

中華電視公司副總經理 

   現任：知韓苑執行長 

社團法人知韓文化協會常務理事 

政大韓文系、新聞系講師 

   榮譽：新聞局金鼎獎第一屆新聞攝影獎、 

聯合報模範記者獎、中國時報報導 

攝影獎系列報導類第三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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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流看韓國 

 

 

 

 

 

 

 

 

 

 

 
 

知韓苑執行長 朱立熙先生 

台灣與韓國，我們是那麼相似，卻又那麼不

同。台灣是海島，海洋(貿易)文化，開放、

多元、包容。韓國是半島，黃土(農業)與海

洋文化，兩極化：保守與開放兼具，一元化

與排外性。韓國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國家？為

甚麼讓世人既愛又恨呢？ 

歷史決定的宿命 只能贏、不想輸 

談韓國人的民族性之前，應該先來看韓國的

歷史和地理位置。我認為韓國「錯誤的地理」

造成了他們「悲劇的歷史」，因為這個國家強

權環伺，以前就是中國攻打日本的橋樑、日

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他們不斷被強權蹂躪，

因此產生了「恨」的民族性。個人的恨，使

國民想出人頭地、成就動機強烈；國家的恨，

則讓國民一心洗刷歷史恥辱、提升國際地位。 

韓國民族性特色  

(1) 非黑即白的兩極化(例如：南北韓對

抗、南韓東西對立，欠缺中庸與包容）。 

(2) 自大包裝自卑，極端排外（偏狹的民族

主義）。 

(3) 好面子、重外表（「不怕家裡失火，就

怕掉進茅坑」，紡織與成衣工業特別發

達）。 

(4) 整形手術全國成風、善以貌取人。 

(5) 作假事件（基因複製先驅黃禹錫、耶魯

學歷造假教授、輸不起的愛國裁判）。 

(6) 階級意識強、重視尊卑關係、重男輕

女。 

(7) 重血緣、地緣、學緣、婚姻關係的裙帶 

(8) 性急、衝動、暴躁、健忘、善變、猜忌。 

(9) 報復（清算日本殖民、光州屠殺等）。 

(10) 借錢不用還（重情份的關係）。 

了解韓國的歷史背景和民族性之後，我們看

到韓國人今天的種種反應和行為，就不覺得

奇怪，未來也才能平心靜氣地和韓國人相處

與交涉。 

都是中國人製造的假新聞 

為什麼孔子、李白、王建民、孫中山都是韓

國人？我想前幾年這樣的新聞不斷，一直到

今年五月，李白是韓國人，《甘肅日報》的報

導。我跟你講，都是假的！都是中國大陸的

網友製造的假新聞，透過台灣媒體的傳播，

台灣媒體屢屢「前門作假」、「後門更正」，被

騙的台灣人就先入為主而信以為真了。 

台灣人的韓國觀 

國民黨世代（65 歲以上）：多數有優越感，

因幫助過上海臨時政府，都以大中國的優越

感看待韓國這個「小老弟」。 

斷交世代（40~65 歲）：大多數「反韓」，

因為見證了斷交前兩國紛擾不斷，大都對韓

國充滿反感。 

哈韓世代（10~30 歲）：大多數「哈韓」，

因為著迷於韓劇與韓歌的流行文化，而普遍

喜愛韓國。 

2010 年 10 月，人力銀行作了民意調查，有

超過 55%是反韓的，另外 45%是不反韓，但也

未必是親韓。這是台灣目前的現狀，所以，

大家的反韓，表示你還是符合整個常態社會

的現象。不過，我覺得你不管是反韓或哈韓，

我認為你要先「知韓」。 

學習韓國人的積極進取 

1998 年國家貨幣基金來接管他們的經濟，但

從 1998 年也是金大中執政時，到 2002 年，

不過五年，它可以從谷底翻身，重新站起來。

我才發現這個國家、民族真的是不簡單！韓

戰之後的第二次國難，那樣的情況下，能從

谷底重新站起來。他們很多家庭主婦就把自

己結婚首飾、信物、金戒子、項鍊捐出來，

一共捐了十億美金，我想這個事情如果發生

在台灣，台灣人一定不會捐。所以我到那時

候才開始去研究韓國人的民族性、他的優勢

到底在哪裡？他們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正是

台灣人所欠缺的。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小社旗、車馬

費予朱執行長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出席 Pol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六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06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呂仁團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黃伯堯、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 

張茂樹、劉炳華、陳偉信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六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前社長黃文龍申請免計出席。請討論。 

說  明：年齡 61 歲、社齡 28 年，已符合 RI 扶輪章程年齡及其年資達 85 以上之規定。 

決  議：通過。 

第三案：來賓陳木欽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謹訂於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假土城擔仔麵餐 

廳舉行入社儀式。 

友社授證、交接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16 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三重珍豪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1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會議廳 

【三峽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2 週年】 

時間：6月 2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6月 2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3 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 

【新莊南區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6月 24 日(星期三) 

地點：新莊典華 6樓盛典廳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暨交接】 

時間：6月 25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香樺廳 

【鶯歌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6月 30(星期二)17:30 

地點：水產大餐廳 

【板橋南區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6月 3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7 月 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頂鮮 101 美景餐廳  

【板橋扶輪社就職典禮】 

時間：7月 2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土城山櫻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7月 7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道明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沈芯菱小姐 

 

深感榮幸與感恩，獲得這份重要的肯定，投入公益十三年了，常聽到有人

好奇地問「芯菱，為什麼你環境並不好，卻能一己之力奉獻公益六百多萬

元，到底是什麼動力呢？」我總會想起五歲的一個冬天夜晚，和媽媽在夜

市擺攤，賣番麥土豆，突然下起大雨，我們手忙腳亂地收攤，結果媽媽不

小心跌倒受傷，我力量不夠攙扶，焦慮的快哭了出來，沒想到這時，好幾

位隔壁攤的叔叔阿姨，放下手邊工作，趕緊跑過來，幫我們收拾鍋碗瓢盆，

扶到騎樓下躲雨。 

我的衣服濕透了，但是心卻好溫暖，一直點頭道謝，他們卻告訴我：「最好的感謝，就是去

幫助下一個人吧！」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感謝一路上很多無名氏給我力量，讓我知道愛心

像迴力鏢，付出反而獲得更多。 

感謝我的父母親，把唯一的小孩捐給這個社會，當 13 年前在雲林鄉下開始做公益，被很多

人笑很傻很笨的時候他們總是支持我，告訴我「天公疼憨人」。當我遇到無數的挫折、跌跌撞撞

想放棄時，是他們告訴我大聯盟最佳打擊率才四成，代表上場一百次，有六十次都沒揮到球，

那我呢？怎麼現在就放棄呢？關鍵不是每球都有打到，關鍵是不放棄每次揮棒的機會。 

感謝母校師長和共同拚搏的夥伴，沒有您們，就沒有今天的我。感謝教育部的提名，您們

對青年學子的支持，永誌銘心。更要感謝扶輪社，常常在山巔海角服務的時候，看見好多書包、

教室、復健車、救護車，上頭都有對扶輪社的感謝，還有位獨居阿嬤告訴我，「每個月上歡喜看

到輪子來啊！」什麼是「輪子」？原來是扶輪社送來棉被、白米和年菜，像孩子一樣的陪伴她。

所以在此感謝扶輪社，並非只因得獎，而是扶輪社寬容、友誼、服務的精神，讓我們學習到，

真正的成功，並非打敗多少人，而是能幫助多少人。 

最後，希望透過我的例子讓更多人知道，做公益不用等到長大、不用等到富裕，而是人人

可做，改變世界不是靠一個人付出很多、而是每個人都付出一點，您，就是改變的力量！ 

 

扶輪訊息-國際理事會決議行政管理及財務 

理事會選出伯騰 Ron D. Burton、巴爾坎 Orscelik Balkan、狄卡馬哥 Mario 

Cesar de Camargo，及索芬森 Thomas M. Thorfinnson 為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自 2015 年 7 月 1日展開任期。 

理事會擴大創新及彈性試辦計畫，從 200 個試辦扶輪社增加到 1,000 個試辦社。 

華語加入了公式訪言名單中，國際扶輪提供必要的扶輪社及地區資訊的華語翻譯。 

理事會核准更改國際扶輪細則中規定作為支付立法會議預計費用的「每一社員增收會費」，從 1

美元增至 1.50 美元，自 2015 年 7 月 1日生效。 

理事會接受了關於國際扶輪財務成果的 2013-14 年度經過稽核的財務報表及報告。一切年度報

告將依照國際扶輪細則公佈。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張富逸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蔡涵亦小姐 

 

敝人蔡涵亦目前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所碩士班，非常感謝板橋東區

扶輪社的熱心協助，讓我有榮幸成為本年度之受獎學生，這不僅是一種榮

耀，在實質上更提供我動力，使我能夠放心求學。在這之前，生活與經濟沈

重的壓力，經常使我無法專心向學，平日工讀的微薄薪水讓我不知未來幾個

月是否還能溫飽，收到這份獎學金後肩上重擔頓時減少了許多。另外扶青社

舉辦的各項活動，例如迎新、聯誼或是社員私底下的互動，都讓我慶幸生活

中還有另一個溫暖的空間，能夠讓年紀相仿的大家能夠互相交流、砥礪學

習，並在閒暇時增添不少樂趣。 

    另外感謝我的母校政治大學，因為學務處熱心公告扶輪獎學金的消息，讓我有機會在校外提

出申請。而透過獎學生聯誼會，讓我能夠認識許多優秀的青年才子，看見大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

努力學習。這段時間我接觸到許多新鮮的人事物，不僅開闊了視野，也讓平常封閉的生活又鮮明

了起來。看到扶青團每個優秀的幹部不辭辛勞獎地為獎學生奔走、安排活動，讓我為這一切心懷

感謝，非常慶幸自己能夠獲得此殊榮，並從其他人身上發現更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獎學金不僅讓我在生活上得到幫助，也讓年屆高齡的父母親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生活，減輕他

們的煩惱與壓力。沈重的房屋貸款讓父母親到了退休年紀仍不敢鬆懈，每天都辛勤地工作，週六

假日也不願休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全力支持我念研究所的計劃，獲悉板橋東區扶輪社願意撥

款相助，兩老皆對社友之照顧感到非常感謝，不敢相信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願意伸手相助。 

本著學海無涯、學無止盡的精神，感謝中華扶輪社提供我機會讓我持續深入俄文領域的下一

步，計劃於碩二著手論文的資料搜集與撰寫，礙於台灣的俄文相關資料極其有限，額外資源的注

入使我不須為生計頻於奔命於課業與打工之間；在學期間讓父母有餘裕照顧自身健康，而不用為

全家開銷於街坊巷弄之間工作而晚歸。期盼其研究過程，不僅能使台灣研究生跨俄研究經驗成

熟，並能將參考資料與相關領域之學人、後進分享，為社會盡個人綿薄貢獻之力。 

 

【扶輪訊息】 

2014-2015 年度全球扶輪社員突破成長 45,297 人 

台灣 7地區社員成長 5,505 人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止全球社員人數為 1,233,836 名，較 3月月底略為上升，但本年度從 2014

年 7 月 1日至今全球社員共計成長 45,297 名。 

台灣地區十個月來成長 5,505 名，台灣社友總人數為 34,920 名。社員增加數 3460 地區最多 1,229

人 , 3470 地區以些微差距暫居第二名。新社增加最多地區為 3460 地區，新增 8社。 



本週節目 

六月十三日 

第 1463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郭道明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沈芯菱小姐 

張富逸碩士班獎學金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蔡涵亦小姐 

 

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日 

第 1464 次例會 

 適逢端午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七日 

第 146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54.06.14) 
林順正社友夫人(40.06.19) 

黃文龍前社長夫人(44.06.20)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蕭慶安社友(70.06.22)34 年 

劉炳宏社友(74.06.25)3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 06月 06日   第 146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uval、Frank、Herbert、 

Jason、Kevin、Lawyer、Picasso、Tiger 

三、祝您一路順風! 

Sun-Ris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06月 06日   第 146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159,067
AL 2,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Frank 500 Stock 2,000
Life 6,000 Trading 2,000
Lobo 3,000  
小計：     $18,500 總計：   $1,177,5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1,226,500
AL 10,400 Dental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1,242,100
 

第 28 屆第四組內輪會 
時間：6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備註：此次有安排 林素梅女士，專題演講 

「絲巾的運用」。 

 

111 光耀扶輪慶功晚宴 

時間：7月 9日(星期四)下午 4:30 報到 

地點：台北典華飯店大直旗艦館 6樓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邱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