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前社長程文金(P.P.Cathay) 

於 4 月 29 日(星期日)假翡翠球場 
第八洞，一桿進洞。 

 

賀 
社友游伯湖(Alan) 

於 4 月 26 日(星期四)假龍潭球場 
第三洞，一桿進洞。 

 

 

 

 

 

 

例 會 記 要 

04 月 29 日  第 1613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下午 5:30 假板

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舉行。 

 下午 6:00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前總監劉祥呈 P.D.G.Syo-Tei、前總監

夫人劉邱足女士、社友 Leo 母親吳翠愛女士

(新莊南區社社長 Paula)、莊大衛髮型公司

董事長莊金盤先生、夫人王錦麗女士、台灣

寶麒科技總經理王文霖先生、夫人張捷茹女

士、台灣寶麒科技總經理千金王郁婷小姐、

王郁涵小姐、王郁雅小姐、皇昇室內裝修董 

事長郭俊麟先生、夫人王之昀女士、公子郭

丞智先生、郭承鑫先生、P.P.Masa 媳婦陳 

豔綺女士、社友 Kenny 千金呂淨慧小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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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Tiger 孫子王晨希先生蒞臨本社。 

敬祝 P.D.G.Trading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恰似您的溫柔」、「心肝寶貝」。 

練習授證歌曲「大家攏嘛好作伙」、「暫別」。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本年度社費尚未繳納之社友，敬請於下

次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2) 敬邀社友夫人於 5月 19 日(星期六)、5

月 26 日(星期六)蒞臨社內練習授證合

唱歌曲。 

(3) 社長 Master 伉儷宴請全體社友伉儷感

恩之旅，謹訂於 6 月 30 日(星期六)舉

行，尚未報名之社友伉儷請儘速報名。 

(4) 歡迎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

台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5月 31 日(星 

期四)下午 5:30 假鼎鼎宴會廳 48 樓舉

行。 

(5) 本社授證 31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謹訂於 6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5:30 假

板橋凱撒飯店 1樓舉行。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母親節紀念品予輔導主委 P.D.G.Syo-Tei

夫人劉邱足女士、社友 Leo 母親吳翠愛女

士，敬祝佳節愉快!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社長 P.Master 頒發 4~6 月份夫人生日禮

券，敬祝社友夫人青春永駐、身體健康。 

 感謝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伉

儷：Alan、Benson、 Dental、 Frank、

Herbert、I.P.P.Hero、Kenny、Polo、

P.P.Smile、P.P.Tea、P.P.Wood。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29 日  第 161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9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Tetsu、Will 

三、祝您旅途愉快! 

    Land、Obam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4月29日   第1613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04,630

George 7,700 Obama 5,200

Masa 5,200 Tea 5,200

小計：      $23,300 總計：     $927,930

 

第四次社秘會 

*時間：5月 19 日(星期六)16: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參加：羅致政、江基清、林振哲、吳得利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地區統一捐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所碩士班

學生 黎氏梅小姐】 

我特別感謝扶輪社讓我成為 2017-2018 的獎學金獲得者。我很感謝扶輪社，並在

感謝您對我在台灣學習生活的支持。我認為扶輪社投資研究是台灣的重要資產之

一。因為扶輪社不僅僅只讓我和其他 7名國際學生知道，我們國際學生在台灣可

以追求高等教育。我打從心底感謝扶輪社對我的支持和其他得獎者的教育支持。 

當我剛來台灣時，我擔心的是語言及文化，會影響我的博士旅程。所以我花了大約 3個月的時間，

來熟悉台灣的生活，並在這裡制定未來三年的計劃。 

通過一系列的各人和學術障礙，我走出了一個很大的視野，且讓我知道我比我想像中的更強壯。雖

然初期對新的文化進行快速調整是非常困難的，但回想起來我並不後悔。在我第一次聽不懂任何中



文的時候，我只是用英語與他人溝通。我一直記得我的教授(廖世義 教授)、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的

支持，以克服困難和並取得了好成績。我很榮幸能從 NPUST 獲得全額獎學金，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但獎學金預算有限，不幸的是未獲得 NPUST 106 獎學金，讓我當時不得不面對在台灣學習

和生活時的經濟問題。因此我向學校地國際事務詢問，而得知了來自扶輪社的獎學金，我認為這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也很感謝郭道明先生推薦我獲得這個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讓我實現我博士學位

的夢想。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林月嬌博士班冠名紀念獎學金學生-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博士班學生 江耀先生】 

這次能夠獲得扶輪社學金，我感到非常榮幸，感謝扶輪社，一直以來在外地求學

的我，在房租、學費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之下，因為獎學金的到來，讓我頓時肩

上生活經濟壓力重擔少了不少，讓我可以盡全力衝刺學業好好做研究。 

在參加學生的頒獎典禮，有相當多的各校菁英，大家都很出眾讓我大開眼界，這

也是相當難忘的大型頒獎典禮；活動中看見許多事業有成 Uncle 及 Auntie 們的活力，也看到許多公

益活動中他們彎下腰親力親為的做每一件事，細心的照料小朋友們，辛苦的維持活動場地的整潔，

真的很讓人感動，也自我勉勵以後能像這些傑出的 Uncle 及 Auntie 們幫助更多的人；迎新新例會兩

天一夜，接觸了歷屆獎學長姐們，他們用心的為我們準備精彩的表演節目，有趣的大地遊戲，讓陌

生害羞的我們藉由遊戲、活動更加親近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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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林月嬌博士班冠名紀念獎學金，感謝 Uncle 郭道明、Auntie 郭林美惠，讓我

有機會拿到扶輪社獎助學金好好讀書，也藉由這次的機會也讓我認識許多還在學習路上的夥伴，讓

我了解各領域上不同的知識，當有問題時提出來討論可以藉由不同領域的人協助幫忙，讓我有更多

元的思考方向，讓我成長很多、收穫很大，期許自己將來會做的很好。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劉炳華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黃思瑩

小姐】 

記得當初考慮是否繼續攻讀諮商領域時，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個人的信念與助

人熱忱像花蜜吸引蝴蝶般，讓我不由自主地朝向諮商領域步步趨近；另一方面，大

學時期念諮商的環境氛圍一再提醒我：諮商這條路，耗神又耗錢。面對兩方的抉擇，

不禁讓我想到女孩時常面臨的抉擇：你要選擇愛情還是麵包？愛情的甜蜜可以讓人彷彿置入天堂，

但它的酸與苦，可以讓人墜入地獄。夢想，何嘗不是呢？ 



諮商，是與人、與生活相當靠近的領域，能夠幫助自己、幫助身邊的親朋好友。能夠運用自身的能

力幫助他人，進而改變他人的人生，是一件令人相當愉快的事情，也是值得追尋的偉大夢想。然而，

也因為是與「人」相關的專業，充滿複雜性。在訓練的過程中，除了學習相關心理學知識外，也需

要觸及哲學、人文等各種學能。此外，也需要時常參與課外的實務訓練。短短碩士班三年的學習時

光，若要兼顧所上的課業、校外的學習，以及課餘打工賺取學費，恐怕是件難以完成的任務。 

正當我苦惱該怎麼維持研究所生計時，新北市家扶中心鄒老師推薦我嘗試申請扶輪社的獎學金。至

今非常感謝鄒老師的推薦，若沒有他的推薦，我現在也沒辦法得到此份獎學金。 

此次非常感謝照顧社友劉炳華先生與他的夫人的冠名獎學金。若沒有他們的資助，恐怕在學習諮商

的路上將經歷更多的艱辛。除了經濟上受惠，也非常感謝他們將我帶進中華扶輪社的大家庭。在這

裡，能夠在例會中習得平常不會接觸到各類知識，也認識各方領域的人士，受到許多照顧。 

很感謝也相當幸運進入中華扶輪社，期望未來待有能力時，能夠繼續將這份愛的力量傳遞下去，回

饋至社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祐福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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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唸研究所的這兩年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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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傑出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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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徐桃子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台南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學生 

吳盈萱小姐】 

大家好~我是盈萱目前就讀國立台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碩三，雖

然說研究生涯已經快要告一個段落了，相信經過這兩年多來的磨練和專業領域的知

識養成，讓我成長更為茁壯。首先非常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提供這樣難得的機會

讓我可以領到扶輪社所頒發的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我的生活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幫

助，尤其是對從小家境就不是很好的我，但也因為如此我拼了命的更想往前衝往上爬，我知道只有

讀書才能改變未來的生活，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研究所在外地求學需要靠打工來賺取生活費，因為爸媽的經濟壓力已經很大了，為了減輕他們

的負擔…我從讀大學以來就靠著半工半讀一路到現在，獎學金的到來，頓時讓我肩上的經濟壓力重

擔減少了許多，不需要另外安排時間打工，全心全意的在專研學習，讓我可以完全無後顧之憂盡全

力衝刺我的學業，不用讓學校指導教授心疼我的家庭狀況而影響了學習甚至放棄很好的機會，再次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這個大家庭，讓我感受到一個家的溫暖，一路上給予我很多的資源和關懷，在

學習成長的道路上走的更加穩、看的視野更加的寬闊，當然更感謝我的照顧社友郭祐福先生的幫忙，

因為有他我才知道有這項獎學金資訊，才有機會申請。參加許多獎學生聯誼會所舉辦的活動，還有

認識很多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學習到平常沒有機會接觸的事物。因為有你們這些 Uncle 和 Aunt 無私

的奉獻和付出，才有今天小有成就的盈萱，今日盈萱以扶輪為榮，希望來日換扶輪以盈萱為驕

傲！！！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因此「努力」與「積極」便成為我的人生哲學。我一直深信

只要盡心盡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累積做大事的能力。成功的人，不也是從小地方慢慢累積大成

就的嗎？秉持著這個信念，我從大一到現在就一直不斷充實自己的能力。除了在學科方面努力之外，

也曾擔任班代、系學會及教育部資訊志工團隊幹部及積極考取商科相關證照。最後當然皇天不負苦

心人也就非常順利的上心目中理想得研究所了，未來長遠的目標是規劃再讀博士班，希望將來有朝

一日可以當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來影響更多的學生。等我養成有這樣的能力後，我也要去幫助更多

需要幫忙的學生，來回饋中華扶輪社教育基金會對我的愛。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王世原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台灣大學流行病與預防醫學所碩士班學生 黃慶

杰先生】 

能獲得扶輪社的肯定及此項榮譽感到十分榮幸，特此致上由衷感謝。感激扶輪社

及扶輪獎學生聯誼會，在碩士求學生涯中雪中送炭，儘管求學過程較他人辛苦，

但也因為這份禮物，讓我更有毅力地向前邁進。本次獲獎除實質鼓勵外，更讓我

在自我認同及自身能力上有相當大的肯定，同時，透過貴社互動、彼此間不同的

專業知識以及交流往來，讓我深深了解扶輪社是一個情感濃厚的團體，實質上的幫助及精神上的鼓

勵，都是我未來繼續向上努力的動力，再次感謝扶輪社的各位前輩用心關心每位受獎同學，也期許

自己將來在團體中也能讓他人感受到歸屬感。 

    在一開始寄出資料送審過程中，其實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獲知能夠有幸受獎，哪怕只是點滴

的恩惠，我都默默牢記在心中，能有這樣的機會，我想除了受獎生的認真外，也需要些許的運氣，



因此，記住人生歷程中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並能見賢思齊，虛心學習他人的建議，接受別人對我的

幫助，需用受人點滴，湧泉以報的態度來面對，我想在扶輪獎學生聯誼會中看到的各個不同研究所

以及不同學校的其他受獎生和學長姐，必定能使我們更加融入這個社會，常懷一顆感恩的心並保有

一顆感恩的心來生活，無論是將來要繼續深造或是踏入職場，我想這些是更珍貴的財富。在助人和

受助的功課，我們都還有學習的空間。須瞭解幫助別人是快樂的，而更別忘接受幫助是勇敢的。 

    最後，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盡所能完成自身的責任與本分，竭盡所能，堅持將碩士論文的質

量做到最好，持續努力不懈，追求發展。謝謝家人多年的支持、學校教授的鼓勵與推薦，以及再次

謝謝各位前輩的鼓勵與協助，尤其是郭昭揚先生以及王世原先生，推薦我加入扶輪這個大團體，以

及擔任我的照顧社友，讓我可以心無旁騖地追求更好的未來，在求學的過程中，除了靠過人的毅力

與恆心外，更受到許多貴人相助。能榮獲貴會所頒贈的獎學金，深以為榮。日後當更加努力，以不

負各位的厚望！祝福貴會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林平賜碩士班冠名紀念獎學金學生-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所碩士班學生 林

子晏先生】 

感謝中華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能夠獲得這個獎助學金，讓我在研究所階段能夠有一

筆資金做研究。能夠或的這個獎項真的是非常的幸運，我會好好努力在研究所這段

時間好好充實自己。參加了扶輪其實一開始我對扶輪相當的陌生，直到我參與了幾

項扶輪所舉辦的活動之後，我慢慢地了解了扶輪，能夠有一個這麼棒的平台與同樣是研究生、博士

生的各位相互分享研究所學，實在是相當的難得。日後我有時間也會多多參與扶輪所舉辦的相關活

動，在扶輪裡面期待能夠體會到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扶輪社裡的前輩學長姊、uncle、aunty 們各

個都是很出色的人，能夠在這樣一個平台認識各位，在日後的發展上想必也會也很大的幫助。雖然

我申請的是北區的獎學金，但是我就讀的學校位在高雄，可能很難參與北區的活動，不過聽學長姊

們說其實進了扶輪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參加哪一區的都可以，只要你有興趣想參加哪裡的活動就

參加哪裡的活動。這也讓我感受到扶輪的熱忱也覺得很像一個大家庭，往後我也會成為曾經的扶輪

受獎生學長姊，也希望能讓未來的學弟妹知道扶論社提供的其實不僅僅只有獎學金，還有龐大的人

脈及知識量。未來也要成為一個能幫助到他人的人，將扶輪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研究所期間我所

就讀的科系是營建工程系，扶輪社裡面也有很多在工程業界相當出名的大人物，而我目前研究的題

目是關於傳統磚造廟宇與地震之間的結構破壞關係，由於目前還是研究所一年級，所以沒有比較近

一步的報告，還在閱讀期刊論文增廣在這方面的知識，希望能有好的研究成果，也請各位學長姊們

在這方面有研究的日後能夠提供協助，再次感謝扶輪能給我這個機會成為受獎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郭麗玉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所碩士班

學生 張彥婷小姐】 

我是張彥婷，是第 20 屆的授獎學生，很榮幸這次能夠獲得扶輪社獎學金，一開始

並不知道有這筆獎學金，而是經由實驗室老師介紹才得知，也聽說這筆獎學金非

常的不好拿，但仍還是決定鼓起勇氣為自己試一次看看。其實一開始也只有耳聞



過扶輪社，但在申請的過程當中，開始查詢了扶輪社相關的資訊，發現到了扶輪社不只為了世界做

了很多事，台灣的扶輪社也改變了很多台灣當初所面臨的困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兒痲痺的根除

計畫，這不只是單純於扶輪社的榮耀，也是整個台灣、整個國際上的榮耀，因此深深的認識到扶輪

社的偉大，也知道他們為台灣、為世界所帶來的影響力。 

用忐忑的心情將自己的備審資料交出去後，也一直很期待能夠接到扶輪社的電話，雖然在初審結果

出來一開始並沒有接到任何的電話，心裡確實有點失落，而在 2017 年的倒數幾天，意外的接到了扶

輪社的電話，那時的我真的非常的開心，也覺得很榮幸自己可以被看見。這筆獎學金不只是幫我解

決了書費、學費、出國發表論文的費用，更重要的是也可以讓我有多的時間去投入在自己熱愛的醫

學研究。還記得曾經聽過一段話，他是這麼說到，「當我們施予祝福出去的時候，被施予的人也會去

將這祝福送給下一個人，愛心是可以傳遞的」，在得到獎學金後，我心理想到的是這段話，在扶輪社

給了我這筆獎學金後，我感受到了這段話是多麼的美妙，所以決定要讓自己將這份祝福運用在其他

人身上，因此這次決定要將這多出來的時間，投入在更多的醫學研究上，期待自己的研究能夠成功，

能夠去造福更多的病人，治療他們的疾病。 

而在這想感謝照顧我的社友 – 葉進一 uncle，其實我們一開始互不認識，也謝謝他願意看了我的

資料給予我肯定，願意推薦我拿到了這筆獎學金，讓我能夠給予其他更多人祝福。在醫學研究上也

許我不是最優秀的人，但我會是個想將這份得來不易的祝福傳遞給下個需要祝福的人。也許現在能

夠幫助的有限，但期待未來的我能夠像扶論社的社友們一樣，做位有影響力的人，將這份扶輪社給

的愛繼續傳遞下去。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扶輪社的幫忙，謝謝您們。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剪影 

時間：4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 

 

 

 

 

 

 

 

     社長 Master 頒發母親節紀念品             社長 Master 頒發 4-6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感謝第四組爐主準備美酒佳餚宴請                        大家歡唱時間                   



本週節目 

五月五日 

第 1614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地區統一捐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所碩士班

學生 黎氏梅小姐  

林月嬌博士班冠名紀念獎學金學生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博士班學生 江耀先生  

劉炳華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黃

思瑩小姐  

郭祐福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碩士班學生 周祐

安先生  

郭徐桃子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台南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學生 

吳盈萱小姐  

王世原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台灣大學流行病與預防醫學所碩士班學生 黃 

慶杰先生  

林平賜碩士班冠名紀念獎學金學生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所碩士班學生 林

子晏先生  

郭麗玉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所碩士

班學生 張彥婷小姐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周正義社友(86.05.05)21 年 

 

下週節目 

五月十二日 

第 1615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所碩士班學生  

楊鎮寧先生    

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學生 許 

庭華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碩士班學生 陳郁璇 

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學生 魏芳君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台北大學法律所碩士班學生 陳柏全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真理大學觀光事業所碩士班學生 黃于芳小姐 

 

友社授證 

【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廳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 

*時間:5 月 9 日(星期三)17:2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六樓盛典廳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5月 10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大直典華 6樓-花田盛事廳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0 日(星期日) 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5月 22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新莊典華 6樓盛典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