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4 日   第 1553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理事長梁

惠生女士(3480 地區 D.G.Kevin 夫人)、良品 

婦幼聯合診所醫師黃煌洲先生(第二次蒞

臨)、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秘書 Jason 夫人邱碧霞、

P.E.Master 夫人陳亮吟、P.P.George 夫人

李林素英、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

P.P.First 夫人郭麗玉、P.P.Sun-Rise 夫人

賴光昭、P.P.Tea 夫人吳陳金粧、P.P.ENT

夫人連文惠、Junior 夫人江琇珍、領唱老師

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雙人枕頭」、「大家攏嘛好作

伙」。 

敬祝 P.D.G.Trading、P.P.ENT、P.P.Long、 

Taylor、P.P.ENT 夫人、P.P.Cathay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Life、Junior、Navigare、Archi、Sky，

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三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三十一屆第二次理

事當選人籌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

人留步參與會議。 

(3)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

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四十分集合、九

時出發，甲車-四川路社館、乙車-文化

路馥華飯店。 

*社內會準備早餐、水果、水。 

 地區副秘書賴建男 D.V.S.Otoko 介紹主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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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惠生女士 

學歷：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現任：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理事長 

朕知道了，妳知道朕嗎？ 

介紹故宮裡的乾隆爺 

 

 

 

 

 

 

 

 

 

 

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理事長 梁惠生女士 

清高宗乾隆皇帝生於 1711 年、卒於 1799 年， 

在位六十年（1736-1795）。退位之後又當了三年 

的太上皇帝，仍然掌握政權。是長壽且在位時間 

長的皇帝，因此有十八世紀皇帝的稱號。在位 

時，曾經親自考訂文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建置清宮典藏；故也有人把他看成是首席博物館 

館員。特別是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 

故宮博物院和瀋陽故宮、熱河行宮，與南京博物 

院中的傳世藏品，因多數皆可追溯出乾隆皇帝親 

手典藏的痕跡，而明顯地反映出他鑑賞文物的經 

過。 

中國歷史上最長壽、最有福、親見七代、上見祖 

父、下見玄孫，享有五福五代堂、可謂洪福齊天 

的皇帝，乾隆 12 歲時，第一次見到他祖父康熙， 

康熙十分喜愛，並帶在身邊撫為他批的八字批 

注，清宮檔案，大富大貴的命 。 

乾隆創造了清朝盛世，是古今第一收藏達人、是 

文創大師、是文人皇帝、也是深情天子，你認識 

的是那一位乾隆？  

沒有乾隆就沒有故宮，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文武 

雙全，在位六十年間國力鼎盛，是中國史上最好 

命的皇帝，透過故宮收藏文物，談其人其事。 

清高宗乾隆把玩古今、融會東西，是中國最會 

「玩」的皇帝。學者粗估，兩岸故宮（台北六十 

九萬件，北京逾一百五十萬件）加上戰亂中流落 

全世界的，故宮藏品高達兩百多萬件，其中一半 

以上出自清朝，尤其是乾隆任內所燒造、蒐羅的 

寶物估計高達其中的七成。 

玩這麼大，是因為他最有條件。從夏朝到滿清， 

中國四千年世襲帝制長河中，輪番登場了大約一 

千位君王。若要票選最「好命」皇帝，乾隆一定 

拔得頭籌。 

做為中國歷史上最有權有錢的收藏家，乾隆是文 

物的蒐羅者、整理者、仿製者、創新者，可能也 

是最大的「糟蹋者」。關於他和故宮的故事，三 

天三夜也說不完，但可以透過以下幾個層面去勾 

勒。 

乾隆一朝，對古文物的蒐求整理、研究考訂亦不 

遺餘力。先後有各種器物、書畫、善本古籍等目 

錄的整理與編纂。乾隆本人對古文物的賞鑑、製 

作亦頗具新意。由於他的雅好轉為國政之一環， 

為豐碩文物典藏奠定良好基礎，也同時為古文物 

研究考訂開展了新的局面善本一辭，始於北宋。 

凡是古本，流傳稀少的圖書，經過審慎校勘無誤 

的寫本，近代校刻很精的版本，以及註釋精當的 

圖書皆可稱曰善本。 

審美觀：貴古崇洋愛奇巧－乾隆不是至情唯美的 

藝術家皇帝，他的一切品味，背後都有「帝王形 

象」的考量，都以「統治」為出發點。「端嚴、 

華麗，有西方巴洛克主義的裝飾風格，但又不能 

失去帝王的大器風範。」這是學者們對乾隆審美 

觀的一致看法； 

「以古為貴，以洋為美」，則是這種審美觀的表 

現。首先，乾隆是很「崇古」，而這跟「繼承中 

華道統」的用心有關整理觀：井然有序入圖鑑－ 

乾隆是個工作狂，也是個秩序狂。他喜歡井井有 

條，將一切事情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而這種個 

性也反映在文物對待上。 

收藏觀：蒐遍古今最狂熱－由於乾隆喜歡骨董珍 

玩，而百官投其所好，收藏面向廣泛，四處蒐羅 

進貢。 

乾隆的收藏同時也帶動了全中國的文物熱潮。而 

故宮也在其狂熱蒐羅下成為文物寶山，然而後遺 

症也是極大。前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曾有專論 

指出，乾隆「視文明遺產為個人私產」，並以「子 

子孫孫永寶用」做為珍愛文物的出發點，讓中國 

藝術始終停留在封建格局裡，無法廣被民間欣 

賞。 

歷史是諷刺的，一心想「家天下」的乾隆，最終 



打造了故宮這偉大的博物館，但這不是他的本 

意。只能說倘若地下有知，對於自己的「被貢 

獻」，他或許與有榮焉吧？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梁

理事長小社旗，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4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二十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6 第 1562 次例會，「氣候變遷下企

業的危機與轉機」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

物業管理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林宗嵩

博士。 

05/13 第 1563 次例會，「探索職場情緒 

管理與新世代價值觀」輔仁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楊君琦小姐 

05/20 第 1564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5/27 第 1565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3 第 1566 次例會，提前至五月三十

一日(星期三)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姊妹社蒞台歡迎會暨續

盟儀式暨爐邊會。 

06/10 第 1567 次例會，提前至六月一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假台北萬豪 

酒店舉行授證三十週年慶典。 

        06/17 第 1568 次例會，「強震即時警報

系統之應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副主任呂佩玲女士 

        06/24 第 1569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十一屆(2017-2018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4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四十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程文金、洪敏捷、李水日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 

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 

第一案：2017-2018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7-2018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屆、第三十一屆交接典禮時間、 

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 

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舉行。 

第四案：秋季旅遊-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二日遊， 

謹訂於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十月二 

十二日(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 

請討論。 

決  議：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 

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扶輪基金會百週年台灣七地區鉅額捐獻者表彰晚會 

*時間：3月 20 日(星期一)17:00 報到聯誼，18:00 晚會開始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 宴會廳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女士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林美惠冠名獎學金-致理科技大學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葉嘉湄小姐】 

我是葉嘉湄，目前就讀致理科技大學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非常感謝板橋東

區扶輪社讓我得到今年度的獎學金。 

    能得到扶輪社的獎學金我想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獎學金。以往獎學金都是根據

公告之後寄出申請表。之後待結果公告後獎學金領取獎學金。從來沒有想過會去跟

其他的受獎同學有認識的機會。我喜歡認識新朋友，碩士班的同學比起大學人數少

了很多。但因為扶輪社讓我有機會認識跟我一樣同為碩士的同學，而且還是來自各

個學校的。也有機會認識博士生，讓我碩士畢業想要在繼續往上念的話，也已經有

念博士的朋友可以請教了！ 

    扶輪社的獎學金結果通知之後，我第一個參與的活動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舉辦辦的北區小迎新活

動。沒有想過獎學金還有聯誼會，甚至還舉辦了小迎新活動，讓我們跟扶輪社的學長姐認識，學長姐

也想我們介紹扶輪社以及聯誼會。也有分組進行活動，讓我們小組彼此認識。想說這樣就很棒了，沒

想到三月中還會有一個兩天一夜的大型迎新活動，讓我更加期待！ 

    還有參加扶輪社的頒獎典禮，沒有想過頒獎典禮要一整個下午，光是我們這屆的受獎生頒獎就一

小時。每位受獎生都可以拿到獎狀還可以上台合影。還有看到精采的表演，表揚傑出社友感謝他們的

付出與捐獻。我領的是冠名郭林美惠獎學金，人很親切很好，歡迎我有空去找她。真的很謝謝她讓我

有機會得獎。 

    真的很感謝扶論社給予的高額獎學金，可以支持我完成研究，原本因為家庭因素一度曾想要放棄

學業。透過參與會議讓我更加了解及感謝扶輪社，我將獲得遠比獎學金更有價值的機會。那就是認識

扶輪社的成員，來自各個學校的優秀同學，之前得獎的學長姐，現在各產業的傑出人才，扶輪社的

Uncle，讓我有機會可以認識這麼多人，有向他們學習的機會，未來也可以回饋扶輪社，發揚扶輪精

神。真的很感謝東區扶輪社給予這次機會，除了可以得到高額的獎學金，還可以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這真的是非常有價值的獎學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信商業銀行冠名獎學金-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劉彥成先生】 

首先，非常感謝板信商業銀行、板橋東區扶輪社，由於您們的慷慨捐贈，使得

獲獎生們能夠減輕求學研究之負擔，並能利用這筆獎學金完成學業。 

同時，非常感謝本屆頒獎典禮的典禮工作人員，犧牲時間與精力籌辦典禮，讓

典禮順利進行與圓滿結束，在典禮過程中，充分感受到扶輪社與獎學金學生會的熱

情歡迎，也體現扶輪社的奉獻精神。 

典禮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研院 李文雄院士演講，李院士在演講中談及求學研究之經驗與心得，提

到大學、碩士、博士研究與主修學科的改變，從數學跨到生物領域，認為當初若沒有轉換研究領域，

不會有今日之成就，並提及「運氣靠自己創造」與「勇於嘗試，謹慎選擇」作為演講之要點，敝人目

前也面臨轉換研究學科的抉擇，聽完李院士之分享，讓我更有勇氣做出改變；另外，李院士提及在美

國進行研究多年之後，返台並在協助中央研究院設立基因體研究所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繼續協助

台灣學子與研究人員進行研究，充分的展現與扶輪社共同擁有的服務奉獻之精神。非常感謝扶輪社特

別邀請李院士分享，同時也恭喜李院士榮獲扶輪社公益獎。 

另一位獲獎人中山女中 張輝誠老師，張老師是臺灣高中教育界中，推行翻轉教室的先行者，創辦了

學思達平台，在典禮之前就曾經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張老師之教育理念，從過去傳統的單向講述教學

模式，轉換成學生主動學習，擺脫過去填鴨式教育。張老師同時也分享在大學研究所階段，接受扶輪

社社友之援助，完成修業與研究，以扶輪之精神投注於教育，將扶輪之理念推廣傳播，正是獎學金獲

獎生最佳的楷模。 



在求學的過程中，最感謝的還是我的父母，感謝您們讓我在求學研究之路沒有物質上之顧慮，讓

我得以專心求學與研究，謝謝您們的養育、教育與各方面的支援與支持。 

接下來我將妥善使用扶輪獎學金，再次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假以時日，自身有能力之時，以相

同方式協助台灣學子，並將扶輪社之精神與傳統，繼續傳承下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冠名獎學金-清華大學通訊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蔡明城先生】 

    我目前就讀於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首先要感謝板橋慈惠宮、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會及板橋東區扶輪社謝謝您們，願意給與我這筆豐厚的獎學金。這筆

獎學金減輕碩士班學習時的負擔。為回應扶輪社寄予的厚愛與期待，在學習上更加

不敢懈怠，同時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學習，待將來利用所學爭取替社會服務的機

會，猶如今日授獎，來日助人。 

    接著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趙啟超教授，因為有老師的幫忙推薦，我才有機會申請上這筆獎學金，同

時還能參加許多獎學生聯誼會所舉辦的活動，認識很多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學習不同領域的學生的思

維模式，讓我的思考能夠更加全面。非常的開心能夠加入這個大家庭。 

    獲得這筆獎學金不只讓我在生活上得到幫助，也讓我有追夢的機會，順利完成北京清華交換，北

京清華電子工程是亞洲地區理工方面數一數二的，在有獎學金的資助下，我在 16-17 年于電子系交換

的時候更加得心應手，能夠與當地的教授，師長互相討論學術領域，甚至於用外語跟當地的外國學生

跨地域的學習。短短幾個月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培養了世界觀，全球化的思維。更能懂的珍惜當下，

把握未來的可貴。也時常提醒自己在有能力的時候，多多幫助學弟妹們，如同扶輪今日無微不至的照

顧我們一般。 

    將來有機會的話，在我能力所及範圍內盡力幫助他人，把扶輪社給的這份溫暖延續下去，讓更多

人一同感受到社會上其實是充滿溫暖，充滿愛心的。尤其是那些懷抱夢想而且願意付諸實現的年輕學

子。等在社會上工作經驗豐富，能力達到扶輪社的標準，允許我加入扶輪社的話，必當毫不猶豫的加

入，進來扶輪社學習，出去服務。再次感謝板橋慈惠宮、板橋東區扶輪社，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冠名獎學金-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所博士班四年級學生 張韶宸先生】 

    很榮幸的!真的是很榮幸的有這個機會，可以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補

助，感謝板橋慈惠宮、板橋東區扶輪社。看了許多前輩在之前領獎時的經驗，以及

領獎後的經歷，讓我有深深的感觸。先前以為這只是一個領到獎學金的機會，領完

獎學金後與頒獎單位不會有任何接觸；但不然是像我想像的一樣，沒想到這是一個

很大的團體，更是一個很有感情的聚會，看到每一位前輩與 uncle 們對扶輪例會的

尊敬，也看到每一位社友對頒獎典禮的用心，不僅是在大會議程的安排及規劃上，

或是在每個節目的環節上，都是精心規劃與多次彩排後的結果，同時也難得能夠在

這樣的盛會上，看到好多的社友與前輩們，也感到十分的興奮！ 

其實在還沒參與扶輪例會之前，對於扶輪的認識真的是少之又少，在本次的頒獎典禮後才真正的了解

扶輪，也知道扶輪為這個社會上，以及青年學子的照顧上，證明了許多 uncle 們在扶輪獎學金上的努

力，讓這樣的制度一直維繫到現在。扶輪獎助學金在今年度一共補助了 206 人，金額也是讓這些學子

得以無顧慮的努力完成學業，獎助學金雖然不是天文數字，但是也是一筆得以善用的助學金，獲得扶

輪的幫助，更應抱著一顆感恩的心。 

在我的研究領域中，我也不斷的嘗試將我所學的回饋給社會，希望能夠透過自己微小的力量，幫助自

己能夠幫助到的人，假以時日能夠有更多的力量回饋給扶輪時，我也希望能夠像這些社友們一樣，用

同樣的心情與力量幫助我們的下一代，為台灣培育更優秀的人才，也希望能夠為台灣留下這些人才。 

接下來的例會，我會盡可能我所能參加，希望能夠在每次的例會中更了解扶輪會，同時也會抱著學習



的心態去參加例會，也許會遇到許多不同的人事物，也可以替自己增廣見聞，同時也可以踏入更多不

同領域的世界。在頒獎典禮中看到幹部學長姐們的努力，也讓我有嘗試想要加入幹部群，如果有能夠

幫上忙的部分，也希望自己也能夠盡點微薄之力，讓扶輪會能夠越來越壯大，同時也能夠傳遞更多扶

輪的觀念，給我們的下一屆受獎生或是還有沒有參與扶輪的人，也能夠感受到扶輪的溫暖。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冠名獎學金-台灣大學農業化學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游淳卉小姐】 

   在這裡真的很感謝板橋慈惠宮、板橋東區扶輪社。我是一個在板橋出生、長大的小

孩，印象中的慈惠宮，祈福的人潮總是沒有停過，從小學到高中，下課時每每都會經

過這裡，而旁邊的黃石市場更是我另一個家，對於這裡，從以前的繁華的板橋重地，

到如今的板橋後站到現在板橋火車站的變遷，對於這些種種的都市發展印象相當深

刻。「擲筊，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而每逢過年過節父親、母親及奶奶總會帶著我和

哥哥去板橋慈惠宮人擠人的過程中祭拜祈求平安順利，使我平安健康的長大，學業順利，在這些年的

洗禮之下，到現在我已經順利念到了博士班，也因為有了慈惠宮的存在，才會有幸獲得了這次的獎學

金，所以我想，板橋慈惠宮也是除了父母親外，一直默默幫助我的「大地母親」。 

    而回首過去，進入到大學加入了志工隊，除了陪伴護理之家老人家們，也幫助偏遠地方的學生，

主辦大大小小的活動，每次的活動都希望可以帶給別人難忘的回憶。更進一步加入了國際的農耕團

隊，去偏遠的國家教導他們怎麼實作，在這樣的環境下，除了個人處理事情的能力提升，更看重與經

驗傳承，令我可以接觸到許多不同的人事物、看見許多不同的風景，使得視野更加開闊、處事更加圓

融。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向老師學習研究相關學問，了解到土壤在所有自然界循環中扮演著最重要的

角色，土壤肥力與作物是兩個極其相似又大相逕庭的領域，因為兩者皆探究元素及分子在土壤中的型

態與移動，但他們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卻大不相同，但卻是兩種領域需要去探討結合的問題。因此，

在這些年的洗禮之下，現在正努力專心於研究當中，也因為有了板橋慈惠宮，才會獲得了現在的這個

獎學金，未來將獲得獎學金支付學費、生活必要開銷以及分擔家裡開銷之後，剩餘的部分將規劃進修

其他研究所需專業能力，以增進自我能力。希望未來可以結合植物與土壤的兩大領域，結合兩者可能

遇到的問題，進一步解決環境上農業廢棄物的課題，以期解決現今社會上環境的問題，對社會盡一份

心力。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冠名獎學金-中興大學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陳睦軒先生】 

    敬愛的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板橋慈惠宮的各位先進前輩們您們好。學生是目前就

讀於國立中興大學－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三年級的陳睦軒。十分感謝扶

輪社郭董事長協助學生順利通過申請板橋慈惠宮冠名扶輪社獎學金，這次的獎學金對

學生博士學業以及人生規畫有關鍵性的影響。學生在今年８月前必須通過系所規定之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在這個需要完全專注於研究以及寫作之關鍵時刻，卻因為隻身離

開板橋至台中鑽研課業，相當苦惱不知該如何繼續支持自己未來研究以及生活所需。 

正值這個天人交戰之時，得知扶輪獎學金申請通過，如一場及時雨般地在學生累積極

大壓力之時得到無限的希望。 

    在通過獎學金申請後，扶輪社的幾位前輩們十分熱情向學生介紹扶輪社以及板橋慈惠宮的努力耕

耘，讓學生了解社會上有一群偉大的人們盡自身的可能與其影響力在回饋以及服務著大眾，讓學生十

分感動。此外，前輩們也盡快地讓學生加入了聯誼會 Line 之群組，讓學生感到十分親切也十分榮幸

能有機會認識如此有規模與制度的團體。爾後，學生十分開心也滿懷期待參與扶輪社學生聯誼會所舉

辦的各項活動，雖然在活動中目前只認識了為數極少的前輩以及朋友，但每位成員都臥虎藏龍般地於

社會之中默默的付出以及服務著，讓學生不由自主地刮目相看，相信著在扶輪社的眾多先進前輩們更

是有不得了的服務精神並支持我們的社會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學生未來希望也期許能夠盡自己的可能多參與扶輪社所舉辦的活動，雖然部分的活動可能會因為

所居住的位置以及研究之不可抗力因素十分遺憾無法參與到，但學生認為能夠多參加到一次扶輪社的

活動都會對自身的未來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也能從許許多多在社會的前輩們身上學習到更多待人處

事以及服務社會大眾之精神，學生認為這更是難能可貴的機會。希望可以藉由這次獎學金的機會更認

識扶輪社宏偉的志業以及偉大的精神。 

 最後再次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板橋慈惠宮給予學生無比非凡的機會，藉由此次獎學金協助

學生順利取得學位，未來希望也能像各位前輩們服務我們重要的未來。 

春季旅遊-宜蘭九寮溪、青蔥體驗一日遊剪影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 

 

 

 

 

 

 

 

 

 

九寮溪自然生態風景區                             農夫青蔥體驗農場 

 

 

 

 

 

 

 

 

 

       羅東渡小月餐廳-歡喜 P.P.Long 生日、P.N.Sky 結婚週年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本週節目 

三月十八日 

第 1555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郭林美惠碩士班學生 葉嘉湄小姐 

*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學生 劉彥成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學生 蔡明城先生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 張韶宸先生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 游淳卉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學生 陳睦軒先生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五日 

第 155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04 日  第 155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Frank、Obama、Tetsu、Tiger、Toms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38 年 

吳得利社友(79.03.18)27 年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7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3月04日    第155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209,929

AL 1,000 Land 1,000

Cathay 2,000 Life 2,000

Dental 1,000 Long 3,000

ENT 4,000 Masa 1,000

Eric 2,000 Navigare 4,000

First 1,000 Otoko 2,000

Fuku 1,000 Roberta 2,000

Hero 5,000 Sky 2,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Junior 2,000 Tea 3,000

Just 2,000 Trading 4,000

Kenny 2,000 梁惠生 3,000

小計：     $55,000 總計：   $1,264,9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27,000

First 12,700 Trading 7,700

Lobo 10,200  

小計：      $30,600 總計：   $1,157,600

 
 

三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球    場：龍潭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民生路 439 巷 130 號) 

*報到日期：3月 23 日(星期四)12:10 報到、12:30 開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