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5 日   第 1556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朋友」、「感謝」。 

敬祝 D.V.S.Stock、Justice 夫人、P.P.Lobo

夫人、Obama 夫人、Taylor 夫人、P.Hero 夫

人，生日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下週六，四月一日第 1557 次例會，適

逢清明節假日，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2)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二十七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假台北球場舉

行。敬請參加人員：P.Hero、P.P.Tea

準時撥冗出席。 

(3) 板橋社授證 50 週年高爾夫球賽，謹訂

於四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假大溪

鴻禧球場舉行。敬請參加人員：

D.V.S.Otoko、P.Hero、P.P.Tea、

P.P.ENT 伉儷、P.P.Just、P.P.Stock、

P.P.Cathay、P.P.Lobo、Benson、

I.P.P.Roberta、準備撥冗出席。 

(4) 為籌備授證三十週年活動，敬請各位

P.P.於四月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或

下午二時假社館拍照，屆時敬請穿著西

裝，搭配當年度領帶出席。 

(5) 第四次社秘會，謹訂於四月八日(星期

六)下午五時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參加人員：D.V.S.Otoko 、P.Hero、

S.Jason、P.E.Master、P.P.AL。 

(6)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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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銀鳳

樓餐廳舉行。 

爐主：Aero、Archi、Dental、Frank、

P.P.Jack、P.P.Just、P.P.King、

P.P.Lobo、Polo、I.P.P.Roberta、

P.P.Suns-Rise、Taylor。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5 日  第 155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9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Obama、Taylor、Tetsu、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Navigare、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3 月 25 日  第 155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292,029

Coach 1,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Polo 1,000 

Eric 2,000 Roberta 1,000 

Hero 5,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ason 1,000 Trading 2,000 

Land 500   

小計：     $18,500 總計：   $1,310,5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67,800

Coach 7,700 Just 7,700

Frank 7,700 Smile 7,700

Jack 7,700  

小計：      $38,500 總計：   $1,206,300

板東之光 

3 月 19 日(星期日)社友 Polo 與夫人黃芳珠

女士、Dental 三人，與 3490 地區扶輪單車

隊一同參與 2017 年第 7屆輪霸西濱 200K 挑

戰成功。 

 

 

 

 

 

 

 

 

 

 

 

社長 Hero 自掏腰包準備餐券，恭賀 Polo 

伉儷、Dental 騎單車 200K 挑戰成功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30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爐主：張宏陸、林忠慶、吳晉福、楊耀程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黃健豪 

 

友社授證 

【新北城星扶輪社創社授證典禮】  

*時間：4月18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號2樓) 

【新莊扶輪社授證40週年】 

*時間：4月21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六樓盛典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469號)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36週年】 

*時間：4月23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大直典華5樓繁華廳 

(台北市植福路8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東區扶輪社碩士班獎學金-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所碩士班

三年級學生 陳怡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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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是個尷尬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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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社會工作專業，雖然在台灣近年興起，但實際了解的人們，仍著實少數，

當時選定專研此專業後，便自知仍需更加努力走這條不易的路，才更能為台灣的社會福利盡一份心
力。然而在研究所的生活中，一直處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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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半的研
究所生活，雖然和自己看到學長姐們的碩士生活差之千里，也經歷很多倒楣的事情，但是也讓我成
長許多，也都寫進我的論文致謝辭裡。因此，對我而言，我覺得寫論文最難的地方，其實是最後的
一年，尤其是從去年 10 月到今年 2月完成論文那一刻，中間我一直處於心痛家人離去的狀態，也許
是我還年輕，我還無法很快適應這件事情，所以常常是邊寫邊流淚。最難的卻也最需要的成長方式，
就是強迫自己，強忍著悲痛，將對家人的思念化成動力，並堅持寫完論文。     
    注入我新一股力量的事情，就是在決定硬著頭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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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板橋東區扶輪社提供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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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道明博士班獎學金-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學生 吳政翰先生】 

一開始首先，要先謝謝給我獎學金的 Uncle P.D.G.Tranding，及板橋東區扶
輪社的推薦，讓我有此機會與殊榮得到這份難得可貴的獎學金。得到這份獎學金的
初始時，只覺得哇!獎金這麼優渥，但為何領個講這麼麻煩?而且要一直參加好多的
例會與活動，就不能直接把獎金給一給了事嗎?但隨著參加一次、二次的例會與活
動，我發現到其實獎學金真的是扶輪能給的最少東西，真正的寶藏是在扶輪的每個
活動中與每個人，每個人背後都有著屬於自己的專業與天地，這才是我能從扶輪得

到最寶貴的東西。而在頒獎典禮中，我看到了許多只奉獻不求回報的學長姐們，他們付出了他們的
時間，去幫忙扶輪這大家庭圓滿的把頒獎典禮完成，然後在扶輪的 uncle 與 aunt 們也是，他們都是
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與工作的人，卻也為了我們這些新的獎學生抽出時間來參加我們的頒獎典禮，
並且贊助他們辛苦賺來的金錢，來當我們的獎學金，給我們念書研究之用。真的很謝謝他們，而接
下來是三月的大迎新，這是個可以跟全台扶輪夥伴相見的時刻，這次也終於輪到我有機會貢獻我的
棉薄之力來幫忙大家，我想這是扶輪教給我的奉獻精神吧，或許我還無法給予很多，但我願意給予
我現在所能給的。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施比受更有福，我想扶輪的大家庭也是。大家從不吝嗇給予，
只要你有需要大家都會盡力的幫你。這是扶輪這群人如此可愛與幸福的原因吧，有太多的感謝想要
謝謝，但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說，只能簡單的說謝謝我身邊的每個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曾
經幫助過我的任何一個人包含扶輪的每一人都是。因為你們的奉獻無私精神讓我感動懂得奉獻自
己，因為扶輪的團結讓我懂得人與人之間原來是可以如此的真誠相待，而不用如普通社會去時時防
範注意身邊的人。最後還是我要再次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來拿獎學金，還有 Uncle 
P.D.G.Tranding 因為您的信任與熱心贊助讓我可以拿到您的冠名獎學金，真的非常謝謝你們的無私
與給予。也因為你們的給予讓我決定我在未來一定也會給予而不再只是接受，現在我能給予的或許
是我的時間與精力，在未來或許我能給的是物質金錢，但不管是什麼只要在能力所及的地方我都會
盡力去給予的。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鄭明良博士班獎學金-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四年級學生 林佩珊小姐】 

很榮幸今年可以成為中華扶輪獎學金的獎學生，除了是種榮譽，還給了我一份穩
定向上的力量，同時也提供我認識扶輪精神的窗口。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秉持為國
育才的理念，長期支持著許多學子的夢想，希望日後自己同樣也能在教育行業上，貢
獻自己的所長。這次能夠得到這份獎學金，尤其要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郭昭揚先
生的冠名推薦，期間 Uncle 對我的鼓勵與對在地學子的支持，令我備感溫暖，除了深
深感恩，也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方向，希望能夠不負期待。 

    在就讀博士班階段，自然面臨到許多現實的問題，除了年限所需費時較長，還有為未來準備與
努力的決心，在在都考驗著自己的意志。我在碩士班的時候，主要是研究台灣當代文學，原本博士
班想以此為基礎，再進行擴大或從中找尋議題。但後來覺得自己應該要培養更多視野與突破，於是
決定進行兩岸文學的研究相關論題，這樣的改變當然讓自身的研究難度加大，在資料的蒐集上也同
樣有橫跨兩岸的必要。所以這份獎學金的挹注對我意義重大，讓我能更勇敢面對其中的困難與挑戰，
我也感到這一切不能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更加提醒自己學有所成之後，應當有所回饋與付出。 
    這份獎學金也給了我很多特別的經驗，除了看到扶輪為我們這些獎學生用心準備的頒獎典禮，
還有種種後續的活動，讓我們能夠獲得更多友誼的連結，我想這也是中華扶輪獎學金和其他獎學金
的差異之處，在與他人互動與經驗的交流裡，接觸到不同領域朋友的心得，這些都是很寶貴的。而
在各種活動之中，我也看見了許多扶輪前輩與學長姐無私的奉獻，經常讓我思考是甚麼樣的動力會
使得他們願意持續這樣付出呢，我想是秉持著服務的精神與理念實踐，使得扶輪能夠走得這樣長久，
我也從中感受到這些美好的善念，希望日後在各個地方或者不同的生命階段，自己同樣能夠懂得分
享，也要記取這份動能，將之傳播出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劉玉萍小姐】 

感謝這次有這樣的機會能夠成為 2016-2017 年度受獎生，對我而言這樣的
殊榮不光是得到一筆重要的資助，更是讓我有機會能夠更認識扶輪社這個組
織，以及為了組織熱情服務的人們。印象中的扶輪社是一個有些神秘的社團，
直到開始準備申請獎學金的資料，才更認識扶輪。此社團中聚集了許多專業人
士，他們化自己的力量為服務人群的力量，聚集更多的人力與資源，為的是提

攜更多的後進，以利社會國家的發展，如此造就良善的循環，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下去。還記得在
說明會時，第一次親自接觸到扶輪社中重要的前輩們，他們每個人在社會上都具有相當的地位，但
對於身旁的人總是微笑，讓人感覺不到距離感。最令我感動的是每位前輩在台上的發言，尤其是郭
道明董事長為了扶輪社資金募集的付出，其謙卑而付出的心力讓我深感敬佩，也思索著自己何其榮
幸能夠坐在台下，與這些前輩以及受獎生們一同參與扶輪。說明會當中的扶輪頌清楚著說明了社團
的精神，那就是「服務」，一邊尚在摸索這首歌曲的旋律，一邊也為其精神所感動，能夠成為 2016-2017
的年度受獎生，真的相當感恩與感動。 
    碩士生活其實不像大學生活般的熱鬧，為了課業、實習與論文等，許多時間為了專注而常選擇
一個人做事與休息。不管是在說明會上或是頒獎典禮上，都能看到一群年輕的組合忙進忙出，更深
入的了解才知道他們因為扶輪社而相識，也為了扶輪社的大家而暫時放下自己的工作，積極熱情的
工作著，在他們的身上我看見了很單純的信念，以及感受到真切的熱忱。這樣的畫面勾起我大學時
的回憶，當時的自己也曾經為了一個理念，和夥伴們一同打拼，享受著辛苦的過程，以及之後的成
果。扶輪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讓碩博士生得以交流，拓展自己目前的生活，交換彼此專業上的心得，
以激盪更多的對於事物多元的看法。 
    總而言之，我對於能夠獲選成為受獎生的這件事情，感到相當的光榮以及感恩，感謝身旁出現
在我生命中的人事物，感謝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師長，最重要的是感謝板橋慈惠宮、板橋東區扶
輪社的青睞，接下來我會好好的運用扶輪社的資源，成為良善循環的一份子。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博士班一年級學生 江耀先生】 

與扶輪結緣，此前我與扶輪並不相識。在此因緣際會下，開始認識扶輪，原來世
上存在一個如此特別的團體，無私地提攜後輩、讓我們能透過活動的參與，共同學習
與成長。同時也非常感謝我的母社─板橋東區社的賞識與肯定，讓我有機會擁有這份
獎學金，讓我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能更無礙地往前闖。 

聯誼會的花火，因為扶輪獎學生聯誼會，把不同領域優秀的受獎生們全部兜在一
塊兒，不同分區會定期舉辦例會，讓夥伴們能更加深入地認識彼此。從劍潭聯合迎新開始，學長姐
們就不計形象地燒熔我們相敬如賓的矜持；而我之前參與過的所過的南區獎學生聯誼會，也在玉晴
會長的推動下，發起溫馨的每人一菜餐聚、薰陶人文涵養─故宮南院參訪、腦力激盪─創造力營造、
還有諸多小活動，加深夥伴們間的繫絆。因為這些夥伴，讓我感到研究路上不孤單、也讓我擁有更
遼闊的視野，透過學長姐們的經驗分享及資源共享，勾勒左右的風景前方的路，獲益良多感恩在心。 
扶輪長輩說故事，參加扶輪社的活動，最為寶貴的就是扶輪長輩們的經驗分享。每每用詼諧的故事，
將人生智慧潛藏在內，可以很真實地感受到，扶輪長輩們對我們這群孩子殷殷的期許，所以關懷、
所以鼓勵、所以分享他們的人生閱歷。故事不僅止於成功之路，更多的是關於人生態度不忘本心。
相信 Uncle 們的諄諄教誨，會在大家的心中萌芽，未來在大家各自的專業領域上，有機會影響更多
的人，讓大社會朝良善正面的方向發展。我們的獎學金多是源自於扶輪社的長輩及受獎前輩們，讓
莘莘學子們擁有更好的做學問條件。今日我以扶輪為榮，明日扶輪以我為榮，期許自己未來有能力
回饋扶輪，把這份情傳下去。 

扶輪獎學金有感，時光荏苒，自我接觸扶輪已逾一個四季，期間大小活動不間斷，感謝扶輪社
及聯誼會的用心，扶輪社獎學金對我來說早已不僅是一張張的支票，而是往後人生的瑰寶：雖雜而
精的多領域學界人才、與社會上打滾的各業界專才，在扶輪創造出來的環境中相互學習成長，甚至
在不久後的未來會有合作的可能，共創更好的未來！再次感謝給予我這次獎金的郭道明董事長與板
橋慈惠宮！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班五年級學生 林格聖先生】 

    這次非常幸運有機會第二次榮獲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記得也是在前
次獲獎的期間，參加基金會辦理的各項活動，藉由這些活動認識到許多不同學校、
不同領域的朋友，也認識了非常熱心的板橋東區扶輪社郭道明董事長，以及非常親
切而不厭其煩的幹事余旻樺小姐。因此也能更了解扶輪社，更清楚知道扶輪社的長
輩們對社會付出的點點滴滴，同時也讓我們不斷的思考這個獎學金的意義。此次非

常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青睞，另外也需要感念板橋慈惠宮邱顯昌總幹事，與板橋民權里周碩
財里長，他們非常熱心與正面的協助我辦理各項申請工作。也因為基金會和慈惠宮讓自己幸運的獲
獎，再期間也認識到一些求學的夥伴，大家互相砥礪，互相打氣。原沒有把握能再次獲獎，竟然如
此幸運，真的非常感謝在這期間幫助過我的人。 
    其實今年對我而言會更加的辛苦，除了要提出資格考之外，仍然需要上課，時間切割更是細碎，
或是時間分配上更要充分的達到應有的效率。這對我而言都將會是很重要的挑戰，但自己也很正面
的看待這一場的挑戰，人生必須經過一場場的戰鬥，自我鍛鍊方能更上一層樓。有了此獎學金的挹
注，除了能夠支援生活之中各種必須的支出使用之外，還能適時的協助里內弱勢家庭孩童，讓這筆
獎學金更有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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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特別用心，在這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 41 週年暨 2016-2017 年度獎學
金頒獎典禮活動，安排各種演出活動，讓我們除了領獎之外還能看到精采的節目。在上午的演講活
動還邀請了前獲獎生回來分享他們的人生歷練，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巫以欣同學，他以比我們更有
毅力的學習方式，不會因為罹患罕見疾病尼曼匹克症而意志消沈，她整個人看起來精神飽滿，專注
的表達他的問候，這些都令人深刻，也讓我們更正面看待學習這一件事。期許自己未來的時間裡，
能參加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辦理的活動，也能透過這些活動來更多的學習與接觸各種朋友，讓自己
更開闊。 



本週節目 

四月八日 

第 1558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板橋東區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怡樺小姐 

郭道明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吳政翰先生 

郭鄭明良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佩珊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劉玉萍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江耀先生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格聖先生 

 

下週節目 

四月十五日 

第 1559 次例會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暨 3490 地區會員大會】 

地點：五股工商展覽中心 

(五股區五權路 1號) 

時間：4月 15 日(星期六) 

09:20 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10:30 第 4 屆第 1次會員大會 

【第 27 屆地區年會】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時間：4月 15 日(星期六) 

12:00-12:50 六樓午餐(第二梯次用餐) 

13:00 七樓主場、入場儀式 

18:10 七樓總監之夜、晚餐 

*時間：4月 16 日(星期日) 

09:00 七樓鳴鐘開會 

12:00 午餐 

16:30 鳴鐘閉會 

 

 

 

節目預告 

四月二十二日 

第 156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劉炳華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劉祐誠先生 

陳雪鳳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周祐安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李家偉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沈文迪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黃盈笛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豐正先生 

 

敬祝 生日快樂! 

邱顯清社友(40.04.20) 

劉炳宏社長(47.04.21) 

敬祝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5 年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8日(星期六)17: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參加：賴建男、劉炳宏、張正鳴 

羅致政、江基清 

 

社長當選人羅致政 Master 有請 

*時間：4月 23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新醉紅樓菜館 

(台北市天水路 14 號 2 樓) 

*邀請：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