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28 日  第 1513 次例會 

 

 今日例會為社務討論會亦是前社長日，經由現

場的PP抽韱後，由P.P.Wood擔任社長、P.P.AL

擔 任 聯 誼 、 P.P.Sun-Rise 擔 任 秘 書 、

P.P.George 擔任糾察、P.P.Lobo 擔任副社

長、I.P.P.Otoko 擔任出席。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Jason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 Sun-Rise 報告： 

(5) 尚未繳納社費之社友，敬請盡速繳納以利

社務運作。 

(6) 六月份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報名出

席。 

 社務討論會由 P.P.Lobo 主持，會中討論前社

長日繼續舉辦與否，第三十屆追加社費之分攤

捐款必要性，例會歌本是否請六社更新歌曲，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歌是否可以變更、例會內容

是否可以活潑點…等，與會社友充份發表寶貴

建議。 

 出席 I.P.P.Otoko、糾察 P.P.George 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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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陳萬祥獎學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徐銘淵先生】 

    我是徐銘淵，目前就讀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首先要感

謝板橋東區扶輪社能夠給我這個機會，尤其特別感謝陳萬祥 Uncle 能夠冠名贊助

我，讓我拿到扶輪社所頒發的獎學金，讓我的碩士求學能夠更加順利。大學以來

都在外地求學，所以都必需打工賺取生活費，所以這筆獎學金對我的幫助很大，

再次感謝陳萬祥 Uncle 能夠幫助我，讓我減輕經濟上的負擔，也告訴我很多人生

的道理，並鼓勵我繼續努力，向前邁進並成為一個更加優秀的人。也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協助我申

請這筆獎學金，讓我有機會認識扶輪社，也因為這樣讓我加入了扶輪這個大家庭，並且認識了很多各

行各業優秀的人才，希望在各位前輩身上學到成功的經驗，進一步拓展了我的視野。 

    再來要感謝我的媽媽，因為有她的鼓勵我才會繼續升學，真的很感謝她從小到大無怨無悔的付

出，辛辛苦苦的把我養育成人。這邊也要感謝我的哥哥，因為有他才讓我知道有這筆獎學金，並且有

機會參加獎學生聯誼的活動，那時候才知道扶輪社不僅提供獎助學金，還會為這屆不同地區、不同科

系的獎學生舉辦一場聯誼活動，在這裡大家的背景都不盡相同，你可以頃聽到不同領域的想法、價值

觀，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活動，希望將來在將來能夠協助獎學生聯誼會舉辦活動，讓這個活動傳承下

去。 

    這份獎學金不只讓我在生活上有實質的幫助，在研究方面，因為今年沒有科技部的經費補助，所

以研究上有些許困難，但是有了這筆獎學金，讓我能夠順利的做研究，我會好好的運用這筆獎學金。

在未來也希望發揮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社會上，為這個社會服務，希望能像扶輪社的前輩們一樣，

回饋於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感謝前輩們的努力，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最後，再次感

謝板橋東區扶輪社提供給我這個機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劉彥甫先生】 

我大學畢業後選擇攻讀研究所，在臺灣師範大學就讀環境教育研究所，環境

教育是以理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為核心，學習自然與文化之多元性、深究全

球與地方環境議題、並探討增進公民環境素養、建構社會環境價值的方法。 

    自己的求學過程中，特別感觸到人們在現代社會吃飽三餐也越來越與自然疏

離，農業的社會一片土地可以供養全家溫飽，全家人依賴土地維生，因此特別重

視水與土的潔淨；工業社會的市場以供需理論建立買賣關係，人與自然資源不再

是一種依附，而是一種買賣關係，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就可以買到需要與想要的資

源，買賣關係的建立截斷了人與自然的連結，消費者不會感覺到土地的恩賜，只在乎是否物美價廉。 

    關懷環境從自己出發，改善環境從自己做起，自己身為環教所的研究生，更應該做好示範，一直

以來我都這樣子督促自己！ 

   自己求學與研究過程中，非常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板橋慈惠宮冠名獎學金支持，有這筆獎

學金，讓我在論文計畫書通過之後，能在較無經濟顧慮情況之下完成研究，延續我自己對於環境與社

區的關懷，為自己未來踏入教育職場鋪路。 

    愛爾蘭詩人葉慈曾經說過：「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對

於國內碩博士生的栽培與支持，正是點燃了教育之火，也點亮了為國育才的前景，令我這個受獎學生



感到感動、感謝。 

    教育學者福祿‧貝爾曾說過：「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我期許自己獲得獎學金之後，除了要

將這把薪火的精神傳承下去，未來為人師表，在教育現場造福桃李萬千，秉持著教育愛，以及老師的

榜樣，敦促自己莫忘初衷。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威廉‧戴蒙在《邁向目的之路》一書強調一個概念：「今天年輕人所缺乏的，

是動機的來源，是對於目的感的缺乏，缺乏目的感會摧毀了人生快樂與滿足，對目的的追求可以主宰

一生。」我自認自己是有目的感的人，回想過往的成長經歷，即使自己的升學生涯曾受挫折，但我挺

住了當時的堅持走到今日無怨無悔，或許就是目的感與動機，那些環境關懷的情操、社會實踐與參與

的精神支撐著自己。 

    最後，我會珍惜這份獎學金所賦予的期盼，我會努力地把論文完成，謝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謝謝板橋慈惠宮。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江耀先生】 

首先在此非常感謝板橋慈惠宮與板橋東區扶輪社給予我這次的獎學金，可以讓

我在碩士最後的一年時間內可以專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用為一些生活上的經

濟壓力所困擾。 

我的成長及求學經歷十分的坎坷,小時候外公去大陸做生意，家境還算優渥從未

為了錢傷過任何腦筋,想要任何東西外公都會買給我。印象深刻的回憶有:1.一個禮

拜換一輛最新的腳踏車。2.那時大陸只有十二個電視台,當我過生日時,外公有包下其中一台的一個時

段為我慶生;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外公經商失後欠下巨額款項,家族成員 因而紛紛外走他國努力

打拼還債,而我的爸媽選擇依親來到台灣。人生大起大落, 對於年紀尚幼的我來說很難接受,進而認為

這一切都是父母害的,以至於我極端的叛逆。我曾加入地方幫派並到處惹事生非,父母因此一度對我失

望透頂。記憶中有一次,我聽到母親半夜被噩夢驚醒,然後對著父親說:「真希望沒有江耀這個兒子!」

當時的我非常心痛,可是細想之後發現,自己又何嘗不讓他們心痛呢!而這句話就像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從此之後我努力的用功讀書,希望父母能重新對我燃起希望!但讀書對我來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

有點學習障礙,時常記不住重要的東西。可是我不服輸,願意花上比常人更多的時間來學習。而自己這

樣做只是想讓父母知道,他們的兒子長大了,請別再為他擔心受怕!  

考上屏科大資訊管理系後,遇到了我生命之中的貴人,蔡正發教授。他使我觀念改變了,從為別人唸書,

變成為自己的未來打拼;在蔡教授的指導下,我學會了感恩,並願意花時間去幫助需要被幫助的人,就

像教授在我最無助的時候幫助了我一樣,我也因此變得更快樂,且深深覺得自己活著就是為幫助更多

的人。而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他曾改變了我的人生。未來我希望多增進英文能力後,出國進修博士課

程,待學成歸來後,貢獻自己的所學給這片給我溫暖且我深愛的寶島台灣!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國立臺北大學法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陳柏全先生】 

首先，非常感謝可以獲得 2015-16 的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同時也覺

得很榮幸，在學習的漫長及辛苦的路途上耕耘，可以獲得無論是心理上或是經濟上

的幫助，對我們研究生來說確實是一大福音，減少了我們在研究、撰寫論文時的生

活壓力，如此才可以更無後顧之憂地專心達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一開始對扶輪社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組織及理念非常懵懂的我，其實有點不知所措，在經過

頒獎典禮及四區聯合迎新後才漸漸熟悉起來，並且知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專精所學並且回饋社會，就

如同基金會現在對我們的幫助一樣，我們在畢業後有所能力及資源後也要同樣回饋扶輪社及社會，創

造更美好的社會及未來，如此也會回饋到我們自身所處的環境。 

    在幾次活動中我也吸收了許多扶輪前輩的人生經驗，對我們來講這些前輩的親身經歷就好像一盞

明燈，在灰暗不明的未來指引我們方向前進，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的是 UNCLE GARY 所分享的在失敗中

不應該找藉口去說服自己失敗的理所當然，而應該是要找「方法」去理解為何失敗，並且在下次面臨

挑戰時征服失敗、茁壯自己。 

    更重要的是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管道去認識不同領域的同學，人際關係的

脈絡在現今社會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像今年二月底在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四區聯合迎新就給

予我們這樣的機會去認識不同學校及不同領域的同學，不同領域的同學所具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互

相交流及激盪下，確實會產生許多平時生活所遇不到的不一樣火花、增廣我們的見聞，不要只侷限在

我們渺小的框架中。這樣的場合是我很少參與的，也讓我拋開原本拿不掉的包袱去跟他人聊天、互相

交換彼此的資訊，並且互相關心，也認識了許多朋友。 

    對我來說，我所獲得的不只是獎學金，它同時也提醒著我應該要常常懷著感恩的心去看待周遭的

人、事、物，並且要放下腳步關懷社會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當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要不吝的伸出援

手，讓他們與自己一樣感受到社會上的溫暖。 

    感謝扶輪社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幫助，我實在非常的幸運，獲得的實在很多，從中也讓我體

會到以前所沒有的感觸，所以扶輪社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給予我的不只是一筆獎學金物質上的幫

助，他帶給我內心深處的體會及感觸是很多的。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慈惠宮獎學金-台灣科技大學資工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江培文先生】 

何其有幸，我能申請到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的殊榮。首先要感謝推薦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及照顧社友郭道明董事長給我的難得機會，讓我能有這份榮譽

領取到板橋慈惠宮冠名的獎學金，以及認識到重要的扶輪社幹部與優秀的獎學

生。人生何處不驚奇，接觸到扶輪社對於個人而言，無非是在生活中開了另一扇

窗，而參與聯誼會的活動，更是拓展朋友人脈的契機。 

    其次要感謝板橋慈惠宮的善心提供獎學金，在申請名額有限制的情況下，個人能獲得本獎學金實

感驚喜。對於能獲得本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我是抱著感恩的心情來領取。雖然我以較長

的年齡在攻讀博士學位，但是由於同時是追求個人的目標及完成父親的期望，因此我並不覺得任何的

辛苦並且努力地朝著既定目標前進。我誠摯感謝天上聖母媽祖和板橋慈惠宮，支持我堅定地攻讀博士

學位。 

當然我特別要感謝父母親，從小到大求學時期，父母總是全力地支持與鼓勵著我要努力讀書，並

且當我最堅強的後盾，使得我能心無旁騖地專心於學校課業。平心而論，如果沒有父母當年辛苦的栽

培，我也不會有今日的成果。更何況，在離開學校投入職場多年之後，再次當個全職的研究生，父母

親仍然是無怨無悔地支持我所做出重返校園的決定，要我專心地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報答雙親，我必

須要順利的取得學位，這是我目前的首要之務。 

最後我還是要再次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協助，基金會所提供的獎學金，對於每位受獎生而



言都是一種鼓勵，支持著受獎生繼續努力求取學位。在研究的過程中，有時會有挫折、會有瓶頸，也

有時會覺得孤獨、覺得無助。這是一條辛苦的道路，除了自己必須與時間競賽之外，更是心理層面的

磨練。對於每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受獎生，經由基金會而有緣認識彼此，大家互相鼓勵與支持，

使得在研究的階段不再感到寂寞和彷徨，這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求學階段我們接受基金會的協助，

進入職場後我們也要稟持回饋基金會和協助在學生們，讓取之於國家社會和用之於國家社會的優良美

德能持續傳承。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李貌獎學金-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陳彦豪先生】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能給我這次機會，讓我獲得獎學金學生的殊榮，藉由這

筆獎學金，讓我在生質能源領域上，更能投入更多的時間專注於研究，不需要擔

憂生活花費的問題，得到這份獎學金，我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更需要證明自己

真的有能力勝任這個獎項，畢竟這是由全台灣最優秀的碩博士生們共同爭取的獎

學金!我也非常感謝我的獎學金提供者，是您的獎學金持續激勵我努力的向前邁進，而現在我也順利

的申請上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準備後續的博士研究!  

友社授證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6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8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板橋扶輪社授證 49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 TICC 世貿會館 3樓宴會廳(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號) 
【新北世界網路扶輪社創社授證】 
*日期：6月 12 日(星期日)時間:下午 5:30 報到聯誼 6:00 開會 
*地點：三峽鼎上食府(三峽區復興路 233 號) 
【樹林芳園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6月 15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授證週年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6月 1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6樓世紀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17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五樓-紫艷盛事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新北卓越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珍豪大飯店三樓國際宴會廳(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本週節目 

六月四日 

第 1514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陳萬祥獎學金學生 徐銘淵先生 

郭李貌獎學金學生 陳彦豪先生 

慈惠宮獎學金學生 劉彥甫先生 

慈惠宮獎學金學生 江耀先生 

慈惠宮獎學金學生 陳柏全先生 

慈惠宮獎學金學生 江培文先生 

 

下週節目 

六月十一日 

第 151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高雄市中華健康養生協會 

營養保健組長 王幸惠小姐 

講      題：健康年輕很簡單~暢談耳穴保健 

、飲食、運動、減壓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34.06.04) 

羅國龍前社長(43.06.05) 

蕭慶安社友(47.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陳偉信社友夫人(50.06.0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05月28日   第151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ental、Frank、Herbert、

Kevin、Navigare、Obama、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Roberta、Stock、Trad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5月28日   第151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250,500

AL 1,000 Lobo 1,000

Cathay 500 Long 1,000

Eric 500 Master 1,000

George 2,000 Otoko 1,000

Jack 1,000 Polo 1,000

Jason 3,000 Smile 1,000

Junior 500 Sun-Rise 1,000

King 1,000 Tiger 5,000

Leo 200 Wood 5,000

小計：     $26,700 總計：   $1,277,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02,500

Otoko 7,700 Tiger 7,700

小計：      $15,400 總計：   $1,117,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