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5 日  第 1614 次例會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莊大衛髮型公司董事長莊金盤先生、台

灣寶麒科技總經理王文霖先生、皇昇室內裝

修董事長郭俊麟先生、地區統一捐款碩士班

獎學金學生黎氏梅小姐、林月嬌博士班冠名

紀念獎學金學生江耀先生、劉炳華碩士班冠

名獎學金學生黃思瑩小姐、郭祐福碩士班冠

名獎學金學生周祐安先生、郭徐桃子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學生吳盈萱小姐、王世原碩士班

冠名獎學金學生 黃慶杰先生、林平賜碩士班

冠名紀念獎學金學生林子晏先生、郭麗玉碩

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張彥婷小姐、學生許庭

華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

柔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下屆團長

沈彦廷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敬祝 P.P.George、P.P.King、P.P.Smile 夫

人，生日快樂! 

敬祝 Justice 結婚 21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掌聲響起」、「感謝你的愛」。 

 出席主委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情況。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授證即將到來，敬請尚未繳納社費之社

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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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席者敬請告知社長夫人

亮吟，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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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地區統一捐款碩士班獎學金學生黎氏梅小

姐「以企業跟顧客的觀點來探討大數據分析

對電子商務的衝擊」、林月嬌博士班冠名紀

念獎學金學生江耀先生「2018 無線通訊相關

研究」、劉炳華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黃思

瑩小姐「學校心理專業團隊合作建構：教練

導向的專業賦能」、郭祐福碩士班冠名獎學

金學生周祐安先生「一個兩百五十億位元每

秒之資料與時脈回復電路」、郭徐桃子碩士

班冠名獎學金學生吳盈萱小姐「服務創新模

式建構與實證之研究」、王世原碩士班冠名

獎學金學生黃慶杰先生「偵測基因環境交互

作用的多基因方法」、林平賜碩士班冠名紀

念獎學金學生林子晏先生「建築結構相關分

析」、郭麗玉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張彥婷

小姐「巴金森氏症」。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與冠名捐獻人

P.D.G.Trading、P.P. Fuku、P.P.King 代表

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糾察主委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次例會

紅箱收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5月 5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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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aster、江基清 P.P.Al 

林振哲 P.E.Sky、吳得利 P.S.Polo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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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板橋東區社推薦及照顧社友郭道明先生，能有這次機會可以領取扶輪社

獎學金是因為學校課指組老師請我申請看看，準備很多資料及面試才有被推薦

上，第一次到這麼大的場合，穿正式服裝，抵達台中市政府時候看到很多人跟我

一樣受獎生還有扶輪社的社友們，都是各個其他領域的菁英來到此場合祝賀及頒

獎，很感恩扶輪社舉辦這次頒獎典禮，讓我看到很多社友為扶輪社的付出捐贈值得讚賞，也聽了一

場少年阿伯的太空夢，鼓勵我們朝著目標前進實現夢想，接下來受獎生我們上台頒獎，頒獎時間雖

然很長，但過程中很開心跟大家一起領受這份獎金，到最後有大合照，舞台都快擠不下了，真的很

多人，感恩扶論社基金會和聯誼會的舉辦和付出，才能讓此典禮圓滿。 

在 2月份中華扶輪社基金會和五區聯誼會舉辦迎新活動，很感恩讓每天都在實驗室的我，藉此

這個機會可以認識更多的人，扶輪社跟其他基金會不一樣的是頒發獎金是每個月撥冗出席本社受

獎，當下的我其實不瞭解為何不全部的獎金一次給，透由當天下午的例會我清楚地知道是扶輪社大

家給我們的是扶輪的精神，真的來與不來這次迎新有很大的不同及認知。未來能在每次例會活動也

可讓大家彼此認識一起扶持，在未來的工作職場上或生活上一定能有所幫助。 

迎新第一天讓我蠻印象深刻的演講也是一位曾經領過獎學金的學生，從主題的 0元創業敘說的自己



努力的故事，讓我記住一段話要懂得愛自己才能愛身邊的人幫助他們，希望有機會來詳細聽她人生

經歷，因為時間關係演講很快的帶過，所以很可惜無法吸收很多她的經驗談。 

期待接下來每個月的例會頒獎，自己深深去體會每次扶輪社基金會或聯誼會舉辦的活動都一定

會有不一樣的學習和收穫，感恩扶輪社基金會的大家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之餘也為了扶輪社付出心力

幫助更多的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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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對於這項獎學金，我並不抱持著會申請上的希望，只想說來試試看吧！

所以，當收到獲獎通知時，我的心情非常地激動與驚訝，甚至有點受到衝擊。 

當時的我，驚訝的和衝擊的點在於，我對扶輪社的認識不深，也不認識任何一位社

友，但是扶輪社友們卻願意把這筆金額不小的獎學金頒發給與他們素不相識的我。

非常感謝董事長 P.D.G. Trading 的推薦，因為其實董事長也不認識我，但是卻願

意將他手中的一個推薦名額留給我。 

獲獎後，基金會與聯誼會安排了一系列活動來歡迎我們這些新受獎生，我第一次參加到的活動

是 1月 27 號的頒獎典禮，也在這個活動讓我第一次進一步地認識到扶輪社。 

活動日前有許多前受獎生學長姐們熱心地跟我們聯絡、提醒當天注意事項。活動日當天早上邀請了

幾位前受獎生們來做分享，當時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明明已經畢業很久了！領完獎學金也很久了！

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有些甚至已經有家庭要照顧了！可是為什麼他們卻願意把自己的假日空

下來，來為我們服務，跟我們分享呢？他們明明不認識我們，但是每位前受獎生們都是充滿著熱情，

甚至非常感謝扶輪社，真心地在為我們服務與分享。到底扶輪社是有什麼魔力在呢？ 

早上的活動結束後，下午的活動讓我更加震撼。所有當天的工作人員，每位 Uncle、Aunt 們都已經

事業有成，有些也都已經當爺爺奶奶了！但是他們不忙公事也不陪家人，卻跑來擔任工作人員為我

們服務。 

而二月的迎新活動，也讓我印象深刻，我們大家早起坐遊覽車到會場。但是許多 Uncle、Aunt

們，不但跟我們一樣早起，還自己開車來，只是為了來參加我們這些獎學生們的迎新活動。這次活

動不僅讓我們充滿回憶，更讓大家為了花蓮震災盡一份心力，獎學生們買毛巾捐款，Uncle、Aunt

們更直接大方的捐出手中的金錢。 

每一次參加扶輪社相關的活動，都讓我感動或是受到衝擊，我想在這邊感謝各位 Uncle、Aunt

們的付出，也讓我將 Uncle、Aunt 們當成人生中努力的目標，期望在未來，我也能像他們一樣成為

一位成功且不吝於分享又充滿愛心的事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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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碩士班學生 陳郁璇小姐】 

第一次聽說「扶輪社」這三個字，是因為大二上體育課時，有來位來自比利

時的交換學生，他說他是透過扶輪社，才有機會到我們學校交換學習，當時雖然

並不清楚扶輪社具體運作的方式，但這是對扶輪社的第一次接觸。 

  升上碩班後，因為指導教授和廖月秀老師熟識，受到老師的推薦，才知悉有

這難得的機會。之前國貿系碩士班有位佳純學姊，也曾申請過扶輪獎學金，成為

2015-2016 的獎學生，藉由扶輪獎學金，學姊赴越南進行田野調查，目前已經順

利完成論文，於非洲當地工作。佳純學姊一直是我從大學到碩士班都很欣賞的前輩，得知有這個機

會跟學姊申請一樣的獎學金，我真的非常興奮，也感到很榮譽！ 

  大學期間曾經申請過很多校外的獎學金，因為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故我在學習上很努力，希



望得到角逐清寒獎助學金的機會。這次申請扶輪社獎學金，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得跟

全台灣所有的菁英競爭，我只是來自私立科技大學，一開始面對這麼鉅額的獎學金申請，讓我非常

猶豫，我真的可以做到嗎？我想趁著這一次的申請，和全台灣最頂尖的菁英們競爭看看，第一次屏

除家裡的狀況，以自己的能力去申請獎學金。我還記得收到錄取信件的那一天，內心的激動，這是

初次獲得學習的肯定，對我來說，這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而我知道領到這份獎學金，將會將我

帶到另外一個領域，將自己推向更高的境界，因為同為獎學生的同學們，各個都是菁英。放榜以後，

很開心地向所有協助的老師道謝並與親友分享這份喜悅，這樣得來不易的肯定，讓我興奮了許久。 

  錄取後的第一個活動是小迎新，獲獎一開始很興奮也很忐忑，不曉得扶輪社聯誼會是什麼樣的

組織，會有什麼樣的活動？收到小迎新的報名資料， 

目前參加了三個活動，小迎新、頒獎典禮及大迎新。進到會場見到許多的獎學生與學長姊，但更讓

我意外的是，現場有許多 Uncle、Auntie 出席。過去的印象中，一般的活動長輩們鮮少會出席，但

Uncle、Auntie 甚至跟我們說了很多話，這讓我感受到大家是多麼重視獎學生，和大企業基金會做

的捐獻或補助很不一樣。可以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安排了許多活動，創造了跟其他獎學生進行

交流的機會，得到獎項以外，有機會跟其他優秀的學生交流，我認為是更大的收穫。很感謝扶輪獎

學金，可以協助我們完成論文，並且創造了這麼有價值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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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學生 魏芳君小姐】 

很慶幸在博士班就學的過程中，遇到相當多的資歷深厚的師長與貴人，在我人

生低潮時伸出手拉一把，讓我能樂觀面對學習的挫折與試煉，越挫越勇。這是相當

幸運的事情，每每想起心中只有無限的激動與感謝。 

學習的過程中，雖有人能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但仍不斷的需要自行摸索，了解自

己的學習目標，認定價值認真努力受到肯定，很榮幸能夠受推薦就是非常大的榮耀，

這要感謝指導教授的鼓勵、學校行政團隊的牽成、同學的鼓勵與家人無限關懷，最

後更要感謝評審的厚愛，這光環不止榮耀我身，其實來自於太多人成就了我，感謝愛我與我愛的人，

這份榮耀歸屬於大家，與大家一同分享！ 

榮獲中華扶輪獎學金，這個獎項是一份殊榮，是多麼令人感到開心的事情！更是一個再激勵自

我精進的重要動力，我瞭解得獎絕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更重大的責任起點。到扶輪社大會領獎的

時看到這麼隆重的大會真的很感動，全省有這麼多的社友捐獻扶輪獎學金頒給優秀的學生，讓我有

機會將自己所努力實踐的歷程，與現場獲獎學生分享，正向的互動彼此激勵，這是個相當棒的人生

經驗。也因為這樣的學習與生命經歷，讓我更覺得自己有責任，將大家所給我的好好繼續努力朝目

標邁進，盡快畢業貢獻自我回饋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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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台北大學法律所碩士班學生 陳柏全先生】 

首先，非常感謝可以獲得 2017-2018 的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同時

也覺得很榮幸，在學習的漫長及辛苦的路途上耕耘，可以獲得無論是心理上或是

經濟上的幫助，對我們研究生來說確實是一大福音，減少了我們在研究、撰寫論

文時的生活壓力，如此才可以更無後顧之憂地專心達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一開始對扶輪社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組織及理念非常懵懂的我，其實有點不

知所措，在經過五區聯合迎新後才漸漸熟悉起來，並且知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專

精所學並且回饋社會，就如同基金會現在對我們的幫助一樣，我們在畢業後有所能力也要同樣回饋、

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及未來。在幾次活動中我也吸收了許多扶輪前輩的人生經驗，對我們來講這些前



輩的親身經歷就好像一盞明燈，在灰暗不明的未來指引我們方向前進。 

更重要的是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管道去認識不同領域的同學，人際關係

的脈絡在現今社會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年二月在南投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的聯合迎新就給

予我們這樣的機會去認識不同學校及不同領域的同學，不同領域的同學所具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

互相交流及激盪下，會產生許多平時生活所遇不到的不一樣火花、增廣我們的見聞，不要只侷限在

我們渺小的框架中。這樣的場合是我很少參與的，也讓我拋開原本拿不掉的包袱去跟他人聊天、互

相交換彼此的資訊，並且互相關心，也認識了許多朋友。 

對我來說，我所獲得的不只是獎學金，它同時也提醒著我應該要常常懷著感恩的心去看待周遭

的人、事、物，並且要放下腳步關懷社會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當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要不吝的伸

出援手，讓他們與自己一樣感受到社會上的溫暖。感謝扶輪社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幫助，我實

在非常的幸運，獲得的實在很多，從中也讓我體會到以前所沒有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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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真理大學觀光事業所碩士班學生 黃于芳小姐】 

真的很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給我這個展示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這

次很榮幸能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頒贈的獎學金。 

  首先我要特別感謝最近剛獲選為板橋慈惠宮主任委員的許三郎叔公，因為他的

引薦，讓我有機會認識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郭道明，也才進而有機會爭

取到 2017-18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也特別謝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為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展示自我潛質的平臺，讓我認識了很多優秀的同學。其次，

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和指導老師，沒有你們的幫忙就沒有我的這天，感謝你們的鼓勵，感謝你們的支

持，感謝你們的幫忙和教導。 

  我認為獲得的獎金，並不純粹是物質的鼓勵，它最重要的莫過於是的一種肯定，一份激勵，一

種鞭策，一種期望。這種肯定也使我更有信心去發奮下去，向著自我的夢想一步步地走下去。真的

很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給我的肯定，我會更加發奮的。當一個人的付出得到肯定時，哪怕只是

那麼一點點，它也會讓人更加有信心有動力的繼續發奮下去。 

    每一個獎學金的背後都是各位同學日夜苦戰，用自我的勤奮發奮和老師的付出換來的。正因風

雨過後我們依然會展露笑容，這天的苦累是為了明天的輝煌，為了我們肩上那不可推卸的重擔。我

堅信我會做的更好。 

    我的指導教授曾經對我說過：「求知和進取是人生最大的愉悅，領悟是為瞭求知，發奮才會進取。」

雖然這次獲選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但我自己知道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有太多太多，還有

很多東西需要我去摸索，需要我去發現。未來我會在延續自我踏實肯幹的基礎上，加快步伐，做好

每一項任務。這天的這個榮譽會鞭策我不斷進步不斷為創造。 

  最後要再次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給與的肯定，有了你們的支持我會更加的發奮，更加的嚴

以律己，持續的努力，期望未來可以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2018-2019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會 

*地點：村却國際溫泉酒店(265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190 號) 

*參加：(1)社長 林振哲 P.E.Sky 

(2)秘書 吳得利 S.Polo 

(3)社員主委 黃伯堯 P.P.Jack 

(4)社員發展主委 王世原 P.P.King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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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五月十九日 

第 1616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43.05.12) 

 陳萬祥前社長(49.05.13)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順正社友(65.05.16)42 年 

 徐明偉社友(95.05.17)1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05 日 第 161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Obama、Stock、

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5月05日   第161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98,400
AL 1,000 Jason 1,000
Alan 2,000 King 1,000
Benson 2,000 Masa 1,500
Cathay 2,000 Shige 2,000
Coach 1,000 Sky 6,000
ENT 2,000 Smile 1,000
Eric 1,000 Tea 2,200
George 8,600 Trading 3,000
Hero 4,000  
小計：     $41,300 總計：   $1,239,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27,930
Alan 10,400 King 5,200
Archi 5,200 Land 5,200
Benson 7,700 Lobo 5,200
Bright 5,200 Long 5,200
Dental 5,200 Polo 5,200
ENT 10,200 Roberta 5,200
Eric 5,200 Shige 5,200
Frank 5,200 Sky 11,300
Hero 7,700 Smile 7,700
Jack 7,700 Sun-Rise 5,200
Jason 7,700 Tiger 5,200
Junior 7,700 Trading 5,200
Justice 5,200  
小計：     $161,300 總計：   $1,089,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