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1 日  第 1509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AL： 

歡迎社友 Leo 尊堂吳翠愛女士、P.P.Masa 媳

婦陳小萍小姐、P.P.George 公子李明竹先生、

李文中先生、媳婦張秀玲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D.G.Trad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Justice 結婚 19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媽

媽請你不通疼」。 

 秘書 P.P.Land 報告： 

(5) 最近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參

與。 

(6) 社區服務-你有心我禮捐血活動，謹訂於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第

一運動場東門前廣場舉行。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母親

節紀念品、花束予 Leo 尊堂吳翠愛女士，敬

祝佳節愉快、身體健康!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長 Roberta 頒發四-六月份夫人生日禮

券，敬祝社友夫人青春永駐。 

 感謝爐主：林忠慶、洪敏捷、郭祐福、李水

日、陳嘉偉、周正義、呂仁團、謝堂誠、邱

明政、吳得利、薛松茂、郭道明，準備美酒

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時間：5月 14 日(星期六) 

09:00 集合、09:15 拍照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東門前廣場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踴躍參與捐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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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逢甲大學財稅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陳韋宗先生】 

這一次非常的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及板橋慈惠宮，這一次給予我這樣寶貴的

機會，讓我在對於課業努力的同時，對於學費的部份可以不用操心，對於未來的

負擔也會減輕許多，這一次在扶輪社與板橋慈惠宮的援助下，我相信在未來畢業

後，我可以擁有更多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這邊也要謝謝我的父母及華東里里長王典芳先生，雖然我在台中市逢甲大學就讀，很多文件的處理、

傳達都要麻煩父母幫忙，但是父母親都親力親為，幫我的資料都處理到最好，這次能夠得獎，爸爸

媽媽的功勞是最大的，王典芳里長提供我們這樣的機會並且成為我的推薦人，讓我可以順利得到這

份獎學金，還有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陳盛通教授，陳盛通教授在得知我要申請這份獎學金的同時義不

容辭的替我撰寫推薦信，並在得知我獲選該份獎學金時，不僅表達恭喜外，還提醒我能得到該份獎

學金，代表我有與別人不同的特點，所以期望我在未來不僅要寫出對國家社會有幫助的論文，畢業

後也不要忘記當初很多的人的幫忙下順利畢業，有能力時還要回饋給需要的人們，莫忘初衷的面對

未來的事務，還有逢甲大學財稅系系上其他的教授，他們給予我們課堂中的知識外，還給予我們更

多不同的人生觀，鼓勵我們要嘗試不同的機會，但我們也要隨時做好準備，因為機會是留給做好準

備的人。 

最後要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及板橋慈惠宮，感謝他們給我這次的機會，板橋慈惠宮是從小到大最親

切的存在，原本以為只是信仰上的依靠，還成為我人生中的貴人，還有扶輪社總會及板橋東區扶輪

社，在得獎後親切的照顧及細心的提醒，還有獎學金的提供者，因為有你們的付出，我們這些學生

才可以讓我們的負擔減輕，努力朝我們的目標前進，不僅僅是在學術中提出貢獻，也可以讓我們的

學生生涯中，記下一筆深刻、難忘的回憶，成為我們學生生涯中最幸福、開心的一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班四年級學生 林格聖先生】 

這次有幸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除了萬分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的青睞之外，也要特別感謝板橋慈惠宮。這次因為慈惠宮讓自己幸運的獲獎，如

果沒有慈惠宮的正面能量，自己絕對不可能獲獎。另外也要感謝板橋區民權里里

長周碩財先生，他不厭其煩的為我解釋申請流程與協助送件等事項，讓我感到非

常幸運；能夠碰到這麼熱心的里長，他也非常贊同我將部分獎學金協助我們里內弱勢家庭孩童就學

費用。因為自己於青少年時期的求學階段即要開始打工賺取零用錢，所以希望能盡一點點力量，分

享這份喜悅與榮耀。其他部分則是真正的協助我，在生活之中各種必須的支出使用。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特別用心，為這次受獎學生辦理劍潭迎新活動，藉由此 2天 1夜的交流活動，讓我們認識到

更多各種領域裡優質的夥伴，透過與他們的互動與交談，有闖關遊戲、腦力激盪合作，以及自由活

動的相互交談等方式，為自己拓展新視野作為一顆開端與連結。期許自己未來的時間裡，能盡可能

的參加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辦理的活動，以彌補自己因為粗心大意而錯過了於新北市政府舉辦，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四十週年歷年獎學生活動。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獎學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陳怡樺小姐】 

還記得在去年年底 12 月 31 日時，得知獲得此獎學金的時候，我異常興奮、感動

與感恩，這是我在研究所中最開心的跨年夜。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如久旱逢甘

霖，我終於可以減輕一些就學生活的相關費用負擔，終於可以不用在編撰寫論文

時，邊進行多份打工的生活，不但身、心、靈疲憊，連撰寫論文都感到遙遙無期。

碩士是個尷尬的身份，有著學生的保護色，但也有著半出社會人士的影子，仍是

希望碩班生活都能靠自己即可完成，也因此造成自己的沉重負擔。在碩班的生活

中，其實一直是在一個挫折循環的狀態下進行著，所遇到的人、事、物與環境等，也都不斷地一直

在挑戰我的生存能力與就讀碩班的毅力。 

曾經，我想放棄一人獨撐的碩班生活，詢問自己讀碩班的意義為何?甚至不信任自己，好在，在多次

挫折中，不對地與自己對話與省思，對於自己未來與碩班意義逐漸能豁然開朗，尤其是在決定硬著

頭皮，不管多麼疲憊，也要盡力快速撐過碩班生活的同時，獲得這份獎學金，這更加讓我了解「當

你真心渴望某種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這句話的意境，當然，也是要不斷勉

勵與提醒自己要更努力，因為一步一腳印，走得踏實，也走得心安。在此，非常感恩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與板橋慈惠宮冠名捐款獎學金，給我一個信心與希望，能繼續堅持走自己選擇的路。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林佩珊小姐】 

關於扶輪社與中華扶輪獎學金，是我很早就知道的團體組織與項目，但沒想到有

一天真的能跟扶輪社接觸以及獲得獎學金，覺得自己內心滿懷感謝，除了幸運之

外，也讓我提醒自己必須更加努力，日後能夠在學業完成之後，也能在社會上多

盡一份心力。真的感謝板橋東區社的推薦以及板橋慈惠宮的冠名，讓我可以成為

中華扶輪獎學金的一員。 

這份獎學金除了紓解我的經濟壓力，讓我在生活與學術上得到支持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讓我獲得許

多珍貴的友誼。我很感謝扶輪社以長遠的眼光在教育願意支持我們這些學子們，在研究上我能獲得

這份資源給了我更多前進的動力。而獲得獎學金沒多久後，也很快地參加各區的聚會活動、頒獎典

禮以及大迎新。扶輪社漸漸給我一種「情感上的連結」，和其他獎學金領完就較少聯繫的情況有所不

同，在扶輪社的相關活動中，我認識了各種領域的朋友，擴大我的生活圈，這是中華扶輪獎學金另

外給我的珍貴禮物，看著許多學長姐用心的帶活動與付出，其中的熱情與活力，也讓我的人生態度

更加積極。 

由於在讀博士班的過程中，面臨了一些生命上疑惑，在申請的過程以致獲得此份獎學金，帶來了一

些感觸，能夠獲得獎學金固然是高興的，但也在期待自己能完全自立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我只能朝

目標繼續邁進，讓自己變得更好，我會好好珍惜扶輪社帶給我改變的契機。雖然目前只能盡個人小

小的微薄之力回饋社會，甚或只是給周遭的人一些再平常不過的幫助。但是我會記得扶輪社的許多

長輩的叮嚀，日後能夠有更大的力量時，要記得服務社會。 



除此之外，在近日幾次與獎學生聯誼會成員的接觸，看見許多人的熱情， 

感覺大家都願意盡自己的心力來完成許多事物，而且許多人大都有自己的工作，卻仍學習不斷付出，

這點是很令人感動的。我也發現許多例會也進行著有意義的活動，希望自己也能盡量參與。獲得中

華扶輪獎學金，確實讓我重新思考除了「接受」，也必須反思並懂得「付出」，也使人懂得反思自我，

真的是很棒的生命履歷，我也好好和他人分享這樣美好的理念。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博士班二年級學生 劉祐誠先生】 

有幸能夠成為扶輪社於 2015-16 年度之獎學生，首要感謝今年度板橋慈惠宮的冠

名捐款以及板橋東區社所提供的申請機會，也要特別感謝照顧社友郭董事長(PDG. 

Trading)，感謝您的肯定與推薦，讓我有機會成為獎學生。 

獲選為 2015-2016 年度的獎學生後，從小迎新、扶輪社 40 週年暨 2015-16 獎學

生的頒獎、大迎新，活動中各校菁英齊聚，透過 Uncle、Auntie、歷任會長及過

去獲獎生的交流與分享，使我對扶輪的精神有更深的體會，豐富了自己知識也擴大自己的國際視野；

不論是社務服務、職業服務、社會服務、國際服務與青少年服務等，這些都要由學習與付出開始。

而在兩天一夜的士林迎新例會中，接觸了歷屆得獎學長姐與應屆幹部們，他們用心準備了表演節目

及大地遊戲，使我在遊戲的過程中可以更快速且熱絡的認識其他優秀的受獎生。短短的幾個月內參

與了這些活動，讓自己在各方面都成長了許多，也深刻的體會到，進入扶輪是一個人生新里程的開

始。 

    在這個世代，年輕人要投入更多的努力也必須承受很大的壓力，自己求學至博士班後，在課業、

學術研究、生活與人際關係之間都必須保有強穩的平衡力，有時自己會僵持在處理別人對我期望的

事務上，而無法真正發揮自己。雖然參與的活動與力會還不多，但扶輪或許可以作為我重新出發的

一個立基點，提供「舞台」，使我得以在活動交流中激盪想法、發揮創意，建構多方「橋樑」，使我

得以接軌扶輪、社會而至國際，造就「環境」，使我有機會能夠推銷自己並發揚扶輪精神。套用例會

中所學到的一句話，「來與不來，結果大不同」，對我來說，扶輪不僅是一種「服務精神」，而是必須

與其他人或其他組織分享扶輪的服務、聯誼、多樣性、正直及領導等核心價值。在求學過程中自己

總是受到許多人、事、物上的幫助，深入了解扶輪的精神與價值後，自己也深信只要透過扶輪、透

過合作，積極正面的心態建立後，便有能力改善周遭與世界。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清華大華化學所博士班五年級學生 賴奕丞先生】 

在此，首先我要非常感謝跟感恩板橋慈惠宮提供的機會，板橋慈惠宮在扶輪社的冠

名獎學金使我有機會認識扶輪社這個社團，本人深感榮幸能獲獎。 

在剛開始獲得獎學金的時候，收到許多板橋東區社的通知以及許多的訊息，一時之

間有些訝異，也有些好奇扶輪社是怎麼樣的一個社團。在這個過程中，扶輪獎學生

聯誼會讓我能夠從聯誼會開始認識整個社團，在新北市政府的頒獎典禮，看到許許多多的扶輪社的

Uncle 以及 auntie 非常認真的打點整個典禮，我感到十分的榮幸也十分的驚訝跟感動，我從沒想過



拿獎學金會是一個如此盛大的儀式。扶輪社獎學金已經頒發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也有著很長的歷

史跟傳統，而我還只是窺得門徑，了解甚少。為了使我們瞭解更多，在獎學生聯誼會裡許多前輩跟

學長學姊，他們非常用心的在 2/20 跟 2/21 兩天，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辦了一個扶輪獎學生的迎新。

據我所知，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是無償的自願參加。許許多多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為了辦好整個活動

並且讓我們能夠更了解這個社團。在此我要由衷的感謝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包括了學長學姊以及給

予支持的 uncle 跟 auntie 們。 

接著我要感謝扶輪社所頒發獎學金，這筆錢對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幫助。研究生在進行科技研究

的過程往往會遭遇許多的挫折，藉由面對問題並且解決問題後所獲得的成就感，只有真正走過的人

才能體會，研究生僅僅只是踏入科研殿堂的入門，非常感謝扶輪社多年來在培育台灣研究生上的實

際付出，於研究生在剛入門的過程中，給予他們當然也包含我在內，能夠持續向前邁進的基石。 

最後，我想提到今年國際扶輪社的主題也就是『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對我來說，我很榮幸在今年能夠獲得扶輪社所給予的禮物，在不久的將來，我期許能將自己的所學

以及專業回饋給這個社會，讓自身也能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5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敬祝各位母親佳節愉快! 

 

 

 

 

 

 

 

 

 

 

感謝第五組爐主宴請                  社長 Roberta 頒發 4-6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本週節目 

五月七日 

第 151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韋宗先生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怡樺小姐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佩珊小姐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格聖先生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劉祐誠先生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賴奕丞先生 
 

下週節目 

五月十四日 

第 1511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黃文龍前社長(43.05.12) 

陳萬祥社長(49.05.13)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 05月 01日   第 1509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1,004,300

First 5,200 George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1,014,7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01 日  第 150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9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Kevin、Obama、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Polo、Sun-Rise 

2016-17 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時間:5 月 15 日(星期日) 
09:30 報到、10：00 開會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參加： 

1. 地區副秘書 Otoko 

2. 社長 Hero 

3. 秘書 Jason 

4. 財務 Sun-Rise

5. 社員主委 Cathay 

6. 公共形象主委 Stock 

7. 行政管理主委&職業服務
委員會主委 

Master 

8. 扶輪基金主委  Lobo 

9. 服務計劃主委 First 

10. 社區服務主委 Polo 

11. 國際服務主委 Masa 

12. 青少年服務主委 Kenny 

 

【2016-2017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 

時間:5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10 報到、10:40 開會 

地點:大直典華(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程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