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09 日  第 1593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行程晚點到，先委

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民視全球新聞執行製作人廖林

麗玲女士、社長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 

秘書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

女士、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

P.P.First 夫人 郭麗玉女士、P.P.ENT 夫人

連文惠女士、P.P.Land 夫人顏美淑女士、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Polo 夫人黃芳珠

女士、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Tetsu 夫人

王蓓恩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 P.P.Smile、Herbert、P.P.Just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P.P.ENT、Tayl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大家攏嘛

好作伙」。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 P.P.Stock 中午為大家加菜「大湖

烤蛋」。 

(2)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謹訂於 12

月 10 日(星期日)上午 10:15 假板橋第

一運動場舉行。敬邀社友寶眷踴躍參

與。 

(3) P.P.Lobo、P.P.Stock 永雄建設.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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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開幕酒會，謹訂於 12 月 10 日(星

期日)下午 14:30 假府中心(新北市板

橋區四川路一段 218 號)舉行。 

(4)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學生450

份聖誕禮物，謹訂於 12 月 22 日(星期

五)13:20 假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桃園

市德壽街 10 號)舉行。 

 社長提名人張正鳴 P.N.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廖林麗玲女士 

學歷: 德國畢勒佛大學法學碩士 

現任：民視全球新聞執行製作人  

NGO：台灣歐盟協會副秘書長、台德文化經 

濟協會理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 

長 

經歷:中天記者/主播採訪中共十五大(北 

京)二次辜汪會談、中廣駐德記者 

採訪德國大選/捷克 2000 論壇/達 

賴、中廣國際新聞節目主持人/製作 

人、凱達格蘭之音節目主持人/製作 

人、公共電視國際新聞節目主播/製 

作人、東森電台麻辣午餐主持人/製 

作人、民視新聞赴採訪德國大選、 

中央廣播電台 德語節目評審委員 

榮譽：亞洲電視節最佳新聞節目獎     

從德國看台灣 

 

 

 

 

 

 

 

 

 

 

民視全球新聞執行製作人 廖林麗玲女士 

德國的技職教育，可說是世界上做得相當徹

底也完備的國家，所以德國的教育系統，也跟世

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大不相同。德國的小學，只有

四年（只有柏林和布蘭登堡是六年）。在這四年

裡，學習基本的基礎教育，最重要的科目是德語

和數學。中學之後開始加入更多的選修課程，到

了八年級，學校老師就必須輔導和建議學生，開

始選擇自己的專業，所選修的課程會大有不同。 

所以，不管德國的經濟成長率有多低，失業率和 

工資有多高，她的製造業的競爭力與出口總額也

總是高居世界前茅。 

全球公認的工業、科技大國──德國，對 

於電力穩定性要求極高。值得關注的是，德國同

時也正在減少核能發電，這點與台灣相似。因

此，德國對於長期的基礎電力配置，以及尖峰用

電需求的考量，皆能成為台灣的學習對象。德國

的尖峰用電大部分是靠太陽能、風力等潔淨能

源，且順應其發電特性所供給。相較之下，基礎

發電的火力、核能在尖峰用電時刻的供電比重改

變不大；反觀台灣的尖峰時刻用電，則仍是以燃

氣、燃油等火力補充發電為主。 

要解決缺電問題，還是必須從長期解決方案著

手。反觀景氣優於台灣的德國，卻沒有缺電的問

題。他們的發電政策、用電情況如何，或許可以

是台灣很好的借鏡，並能提供一個未來發展電力

的策略方向。 

最後，推薦大家德國首都-柏林肯定是歐洲 

最值得一去的城市之一，這是一個儘管背負著沉

重的歷史，卻依然孜孜展現著它現代繁榮與寧謐

可人的不同面貌的國際大都市。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主講者廖林製作人小社旗、車馬費，

社長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致贈紀念品 

，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參觀 P.P.Lobo、P.P.Stock 永雄建設「府中心」建案 

*時間：12 月 10 日(星期日)14:30 

*地點：府中心(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18 號) 

 

 

 

 

 

 

 

 

 

 

 

 

 

 

 

 

 

 

感謝 P.P.Lobo、P.P.Stock 熱情接待社友、寶眷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 

學生 45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五)13:20-15:3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月 6日(星期六) 

12:00 五樓註冊、餐敘 

13:00 三樓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主講：立法院院長 蘇嘉全先生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 

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 

愛樂種子成果發表音樂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 

分區八扶輪社小太陽英文課輔 

計畫 
*時間：1月 13 日(星期六)09:30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本週節目 

十二月十六日 

第 1594 次例會 

【社區服務-捐弱勢家庭孩童 500 份聖誕禮物】  

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 400 份 

台灣慈幼會孩童 100 份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 159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伯堯 P.P.Jack 

主  講  者：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系 

助理教授 劉長政先生 

講      題：伊斯蘭文化介紹 

 

敬祝 生日快樂! 

程文金前社長(34.12.20) 

郭昭揚前社長夫人(33.12.17) 

 

2017-18 年度卓越盃桌球比

賽扶輪暨身障邀請賽 

*比賽日期：12 月 17 日(星期日)8:30~17:00 

*比賽地點：新北市新莊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11 號) 

*參加人員：板橋東區社 陳嘉偉、林忠慶 

呂仁團、許國騰 

             板橋北區社 林正彥 

             新北城星社 凃凱能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9 日  第 159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ental、Frank、Obama、Otoko 

三、祝您旅途愉快! 

     Life、Robert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2 月 9 日  第 1593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65,600

AL 2,000 Junior 1,000

Benson 2,000 Kenny 1,000

Coach 1,000 King 1,000

ENT 3,000 Land 1,000

Eric 2,000 Lobo 1,000

First 1,000 Masa 1,000

Fuku 1,000 Master 2,000

George 2,000 Polo 1,000

Hero 3,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2,000 Trading 2,000

Jason 1,000  

小計：     $35,000 總計：     $800,600

 

網路小品-圓規 
圓規為什麼可以畫圓? 

因為腳在走，心不變! 

人為什麼不能圓夢? 

因為心不定，腳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