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4 月 08 日   第 1558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領唱板橋扶輪社前社長陳文龍先生、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

生、團員張以柔小姐、呂理霖先生、盧思

瑾小姐、板橋東區扶輪社碩士班獎學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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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

臨本社。 

敬祝 Coach、P.Her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Shige 結婚 45 週年!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四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敬請各位 PP 留步拍攝個

人照。 

(3) 下週六，四月十五日(星期六)第 1559

次例會，為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7 屆

地區年會假新莊頤品飯店舉行。 

*屆時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西裝、搭配年

度領帶，於 12:00 前抵達會場七樓報

到，六樓 12:00-12:50 享用自助式午餐。 

(4) 社長當選人 MASTER 宴請全體社友伉

儷，謹訂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下午

六時假台北新醉紅樓菜館舉行。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加。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團長周忠志報 

告扶青團現況，排練六月一日母社授證配 

合 Uncle 之舞蹈表演、也在籌劃七月份交接 

典禮事宜。接著由社長劉炳宏 P.Hero 代表 

本社全體社友，頒發扶青團下半年度經費 

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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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板橋東區扶輪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陳怡樺

小姐「老人集合式住宅住民，衝突經驗與生

活適應之研究」、郭道明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吳政翰先生「脈衝式射頻術止痛機轉：神經

病變痛模型下之研究」、郭鄭明良博士班獎

學金學生林佩珊小姐「個體與群落：中國當

代詩歌的歷史書寫及其地域精神」、板橋慈

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劉玉萍小姐「國小專

任輔導老師，情緒勞務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

究」、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江耀先

生「一個使用空間切割技術之有效率密度式

分群演算法」、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

生林格聖先生「殘響世界」。 

 社長劉炳宏 P.Hero 與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 、 前 社 長 郭 昭 揚

P.P.James、板橋慈惠宮代表前社長邱明政

P.P.Masa、前社長李水日 P.P.George 代表

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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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8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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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三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第 1561 次 

例會，為舉辦「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 

會」是否延至四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陳偉信因事務繁忙無暇參與例會。 

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劉炳華冠名獎學金-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劉祐誠先生】 

有幸能夠成為扶輪社於 2016-17 年度之獎學生，首要感謝今年度板橋東區扶

輪社所提供的申請機會，也要特別感謝照顧社友劉炳華博士，感謝您的肯定與推

薦，讓我有機會成為獎學生。 

獲選為 2016-17 年度的獎學生後，從小迎新、扶輪社 41 週年暨 2016-17 獎

學生的頒獎，活動中各校菁英齊聚，透過 Uncle、Auntie、歷任會長、過去獲獎生

及前輩的交流與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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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活動中得獎學長姐與應屆幹部們，他們用心準備了表演及活動的心得分享，使我在過程中

可以更快速且熱絡的認識其他優秀的受獎生並體會扶輪人的生活。短短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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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雪鳳冠名獎學金-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周祐安先生】 

首先能上研究所真的要很感謝一路走來幫助我的人，先感謝我的媽媽在我研究所

遇到各種困難時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再來是過去在大學時期的學長與教授，他們誠心

的希望我能更好，以前還在大學時不管是生活上還是課業上他們不只陪伴著我也給我

很多啟發，是我心靈上的老師。接著要感謝家扶中心委員陳雪鳳女士，願意提供這份

寶貴的獎學金讓我可以專注課業。當然也要感謝家扶中心的老師，他真的是我生命中

的貴人，若不是他熱心的推薦我申請這項獎學金，我其實是與這份恩典無緣的。 

而唸研究所的這一年半來，我才發現這其中的辛苦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過去在大

學生涯我們總是有答案，不管甚麼樣的課程，甚麼樣的實驗，甚麼樣的考試，我們大多只求及格或是

分數夠就好，但進了研究所很多問題是要自己找答案，自己定義問題，自己驗證結果是否正確。眼光

放遠一點看，這似乎就像人生一樣，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都要獨立的面對壓力跟問題，所以坦白說研究

的生活常常是苦悶的，不管心理上或是身體上都會受到很多考驗，很感謝朋友們給予我陪伴。 

再來今年的二月我參加了西區的獎學生聯誼會辦的見面會，看到有很多優秀的學長姐熱心的帶著

我們玩活動，分享他們自己的研究生活跟心路歷程，這時的我感覺自己並不孤單，就像突然有好多人

跟你一起面對苦悶的生活時，頓時就不苦悶了，並且期待會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我們可以從學長

姊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認識很多優秀的人，並且互相幫助。 

接到獎學金獲獎通知後，我們參與了很多會議，裡面有很多 uncle 跟 auntie，他們其實都是社

會上傑出的人仕，而且我也慢慢發現，他們是無私無酬的奉獻他們寶貴的時間跟金錢，並且用心地投

入在這個事情上，客觀來說這並不是事業，這不能帶給他們財富，但是他們常常強調，幫助後輩人才

就是在造福明日的社會，這也是令人最感動的地方，也讓人欽佩他們的遠見，原來他們是希望這個社

會能夠因為幫助未來的人才而有美好的將來，這無私的奉獻在一場又一場的議會中真的讓我有越來越

深刻的體悟，並且他們也希望我們在成功後也能如此的幫助我們的後輩，不求回報。我覺得這份獎學

金的意義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它的價值，uncle 跟 auntie 的所作所為還有他們對我們的影響或許就

是這份獎學金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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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李

家偉先生】 

本學年(105 學年度)榮幸獲得 2016-2017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在此先行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之推薦、照顧社友-郭道明先生，以及感謝板橋慈惠宮連續兩年

冠名捐贈獎學金。 

能在碩士階段再次獲得研究類型之獎學金，是極大的榮幸，同時對我的研究生涯

有極大的鼓舞。大學階段，我認真地投入化工專業課程的學習，獲得一定的學習成就。升上研究所初

期，面對廣泛的學術領域以及更艱澀的課程，有些措手不及。幸好有實驗室學長學姊們耐心地帶領，

協助我更快速熟悉實驗儀器以及操作流程。同時，我亦要感謝指導教授，定期關心我的學習狀況、討



論並引導我找到自己有興趣之研究主題，並給予寶貴的意見。另外，感謝教授支持我申請獎學金，並

樂於擔任推薦人。感謝家人，作為我心靈的後盾，尊重我在學術領域的選擇。多年來在圖書館、實驗

室不眠不休的奮鬥，即使回到家已是半夜時分，家人依然守候著，為我留一盞燈。 

申請獲得之獎學金，我做了以下分配：其中 10%金額用於捐獻社會公益團體、回饋鄉里，包含公

共電視、家扶中心、板橋慈惠宮等單位。希望藉由贊助，讓良好的團體、節目得以順利經營。其餘

90%獎學金金額，皆做為未來進修的教育基金。 

我將繼續研修化學工程的核心課程、鑽研生醫材料之專業領域。顧及學業之餘，我也會持續投身

公益，負責高等教育，幫助需要資源的弱勢學生。碩士生涯將告一段落，我仍會持續精進外語能力，

將學術與職場的專業知識一併學習，盡早為出社會做準備。天道酬勤，期許自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畢業之後應用所學，最終回饋社會。 

最後，再次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板橋慈惠宮、板橋東區扶輪社、照顧社友-郭道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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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電信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沈文迪先生】 

從扶輪社公布得獎名單到現在，我參加了總共 3次扶輪社的迎新以及例會，每

次的聚會都給我不少的衝擊，讓我對扶輪社的不斷的更新認知，更加敬重這樣的ㄧ

個服務的組織。第１次的聚會是北區的小迎新，擔心第一次出席就遲到的我，提早

很多到達現場，結果看到的是一堆跟我一樣不知所措的新生坐著等。雖然已經知道

扶輪社很重要的ㄧ環是人際關係，在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情況下，我不知道該怎麼

開口聊天，一直等到了例會開始。果然這樣的情況都在會長的預想之中，於是我們新生被迫玩了一個

令人印象深刻的織網遊戲。這個遊戲是要我們每組６～７人圍一個圈圈，拿一顆毛線球互相丟，丟的

人要問問題，被丟的人要回答問題，並且手抓的毛線不能放開，一直丟球直到織出一張可以放上橘子

的網。我記著會長的一句話：聯誼會就像一張網，只要你不放手，他就會緊緊的把大家連接在一起。

這遊戲簡單有趣，又給人深刻的印象。可惜迎新後的聚餐，因為沒有預算吃，沒辦法參加。 

第２次是迎新研習會，在這次的例會中見到了眾多的 Uncle，也認識到了扶輪社組織的歷史淵

源，Uncle PP Smile 連續兩天都出現，和他的暱稱一樣臉上掛著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這次的例

會中，令我感到最有趣的，是有關扶輪社職務不主動的觀念，這竟然是維持扶輪社良好關係的關鍵規

則之ㄧ，這個制度讓我思考了很久，因為這是一個有點違反直覺的觀念，ㄧ般會覺得主動一點的人比

較有熱忱來經驗任何團體，所以我也不禁想像，沒有這項規定的話扶輪社到底會不會像現在一樣如此

盛大。 

最後一次就是頒獎典禮，因為舉辦的地點在北部，許多南部人一大早就要搭車北上，實在辛苦。

早上的演講，介紹了受獎舊生對扶輪社的ㄧ些經驗，早就知道扶輪社是一個可貴的人脈資源，聽過演

獎之後也就更加的確信了。而下午的頒獎典禮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眾多舊生以自己的專業來表演，有

跆拳道又有小提琴表演，也驗證了扶輪社充滿了來自各行各業的人才，看到一筆筆的捐獻，心中充滿

無限感激。主持人講了一句話：這些 Uncle 大可以把錢留給自己的子孫買些 IPad 玩，為什麼要捐這

樣一筆錢出來?這裡就是聚集了一群這樣的傻人。聽完這些話，我強烈希望以後我也能有所成就，回

來貢獻自己的力量，無論是人力或是金錢，和扶輪社的大家庭一起當個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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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黃盈笛小姐】 

很感謝板橋東區社 UNCLE TRADING 及板橋慈惠宮的推薦，讓我能第二次獲選扶輪

獎學金！ 

猶記得，在一年多前，我還對扶輪社這個團體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就申請了扶輪

獎學金。一直到獲選 2015-2016 獎學金後，才開始正式接觸與了解扶輪社。剛獲得獎



學金之初，中華扶輪獎學生北區分會即邀請我參加小迎新活動。但很可惜當時因有其他事情而無法參

加，一直感到非常可惜。幸好之後仍有機會參加獎學生聯誼會所舉辦的聯合迎新！ 

在這場聯合迎新的活動中，我與其他獎學生一起坐在台下，聽著台上 UNCLE、AUNTIE 們精湛的演

講，內心盡是感動。非常感謝 UNCLE、AUNTIE 對我們這些後輩無怨無悔與毫不吝嗇的付出，所以，我

也期許自己，有一天能有所成就，以回報 UNCLE、AUNTIE 的用心良苦。 

除了 UNCLE、AUNTIE 們精湛的演講外，獎學生聯誼會的各位獎學生學長姐們，對我們也非常的親

切。兩天一夜的活動內容非常充實！雖然對於不熟悉的環境與人群，難免生澀緊張，但是，藉由學長

姐們準備的遊戲及活動，讓我們有機會與其他朋友認識。從每個小細節中，都可以看得出學長姐們的

用心！活動結束後，學長姐也鼓勵我們互留資料，以便未來能繼續保持聯繫！在這次的活動中我深深

感受到，扶輪社獎學金最珍貴的地方不是獎學金的本身，而是在這個團體中所結識的朋友與建立的人

脈！能成為扶輪獎學生的一員，我真的覺得非常感恩與珍惜！ 

帶著這樣的感恩，我加入板橋東區扶青團，並於 2016 年完成授證，期許自己能取之於扶輪、用

之於扶輪。目前，除了有時參與例會外，也會至中和的喜憨兒烘培工廠，陪著喜憨兒的朋友一起製作

餅乾。參與這些活動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也獲得在學業上無法得到的成就感。 

今年，很幸運的，我再次獲選扶輪獎學金。曾從學長姐處得知，碩士班學生原則上僅能領取一次

扶輪獎學金，因此，在得知第二次獲選的消息時，我感到非常驚喜，但隨即轉換成萬分的感謝。 

再次感謝板橋慈惠宮及板橋東區社對我的推薦！感謝 UNCLE 們的愛護與支持，使我能從眾多申請

學生中脫穎而出。未來，我會更加努力、更加用功，以回饋扶輪！能獲得這份獎學金，不僅是對自己

的肯定，更是莫大的殊榮，我會抱持著感謝的心情，使用這筆得來不易的獎學金，更會懷著感恩的心，

謝謝這一路走來，幫助我、支持我、愛護我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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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學

生 林豐正先生】 

非常榮幸能夠得到由慈惠宮冠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頒發的獎學金。對我而

言，這更是一條與社會連接的脈絡，將金錢轉化成對社會一件件的善緣，透過自己對

生醫的專長，在實驗中組織思維、在實驗紀錄簿寫下思路，用光學元件架構出通往幫

助更多人的道路，我認為這就是獎學金最大的意義。 

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大學和研究所都就讀台大，理工的底子伴隨我不少年，這使我在使用學問和

知識上極大的方便，並且由於長年的訓練，更能將一個問題系統化並有條理的分類分析，透過比較科

學的方式找到技術層面的瓶頸以及解決的方式；反面來說，如何將學理運用到社會層面上，以及如何

真實發覺醫療問題、金融問題、信息和民生科技問題，這些都面臨著很大的考驗。或許我在成績上不

是最突出的，論文產值也不是最高的，但我很用心的感受社會上人與人相連的情感，所以我更能將冰

冷的科技，化為溫暖的橋樑，然後發願，做好一件事情。 

申請獎學金的過程，其實也是在這階段回顧研究並自我審視的一種過程。特別是本所的所長在得

知我要申請此項獎學金時，大力幫我寫推薦信，據所長所言，包含在所上的貢獻和言行，以及人格特

質和做事積極度等等，這些在成績單記載之外的生活累積等等。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或許對我個人

而言是過日即忘，但卻在生活中留下痕跡，影響的生活周遭。這更提醒我自己更不能小看自己的貢獻

與影響力。   

我的研究最終的目的是解決許多病人在抽血過程中，因為暈針、老年人、急診、需要長期監控白

血球等等，而無法反覆用針筒做抽血的行為。代替的則是一種非侵入式(不用用針)就能做出血液分析

(CBC 報告)的方式。為了達成此目的，需要運用相當多的光電技術、血液分析資料、統計結果等等，

加上數以百計的生物試驗。這份獎學金帶給我的更多的是對社會的責任，還有自我勉勵不懈怠。 

最後，非常感謝扶輪基金會以及每個分會給了受獎生定期交流與聯誼的機會。讓我們能走出實驗

室與不同領域，但具有同樣身分的同儕做腦力激盪和交流，擴大自己的眼界並學習與不同學校、領域

的朋友認識和共事。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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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四月二十九日 

第 1561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 30 日(星期日)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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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生日快樂! 

黃俊哲社友(67.04.27)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敬祝結婚週年快樂! 

賴光明社友(74.04.24)32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5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08 日  第 155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Kenny、Sky、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4 月 08 日  第 155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310,529

AL 1,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2,000

ENT 500 Navigare 1,000

First 1,000 Obama 2,000

Hero 6,000 Otoko 2,000

James 1,000 Shige 2,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King 1,000 Tea 1,500

Land 500 Tiger 1,000

Lobo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1,500 總計：   $1,310,529

 

扶青團 承上期：    $8,000

Tea 2,000  

小計：      $2,000 總計：     $1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206,300

Eric 7,700 King 7,700

Master 14,000 Land 10,200

Navigare 7,700 Life 7,700

Benson 7,700 Tea 7,700

James 7,700 Wood 7,700

小計：      $85,800 總計：   $1,29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