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23 日  第 1656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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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壽星 P.P.Just、P.D.G.Trading、Kay、 

P.P.George 夫人、P.P.Otoko 夫人、Kenny 夫

人、P.P.ENT 夫人、P.P.Cathay 夫人，生日快

樂! 

祝福社友 Life、Juni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春天哪會這呢寒」、「得意的笑」、

「春風吻上我的臉」。 

 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olo 報告： 

(1). 感謝P.P.Eric提供一瓶Royal Salute分

享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

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社長當選人張正鳴Jason，謹訂於3月31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宴

請全體社友伉儷，屆時敬請社友伉儷撥

冗出席。 

(4). 三月份開始陸續有友社授證，敬請社友

踴躍登記報名出席。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主持。

向與會社友報告並分享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

29屆地區年會，投票表決事項中的提案一內容。 

 社長林振哲P.Sky鳴鐘閉會。 
 

社長當選人 Jason 宴請 
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3月 31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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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2月 23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6 第 1662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 

休會乙次。 

        04/13 第 1663 次例會，訪問姊妹社日 

本高田東扶輪社授證 50 週年紀念。 

        04/20 第 1664 次例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九屆地區年會假花蓮縣立 

體育館舉行。 

        04/27 第 1665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 32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謹訂於六月一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 

十分假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三樓圓 

滿廳舉行，晚會表演節目。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秘書、聯誼主委處理。 

第四案：幹事余旻樺前往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 

東扶輪社，團費是否由社內支出。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9 屆地區年會 

投票表決事項共四項。請討論。 

提案一：2019-20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 

為所有前總監，提請通過。 

說  明： 

1.依據 2017-18 年度地區年會提案二

及提案五決議，維持本地區輪序、和

諧方式，總監產生方式由地區總監提 

名委員會提名。 

2.為確認委員會委員，特提此案。 

3.維持本地區傳統，所有前總監為地

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之委員。 

提案者：總監當選人張海秋 DGE Audio 

決  議：同意。 

提案二：建議與日本 2730 地區（宮崎縣、鹿兒

島）結為「姊妹地區」，提請通過。 

說  明： 

1.日本 2730 地區社員 2,400 人，近年

來地區總監以及代表蒞臨本地區，尋

求與本地區成為「姊妹地區」。 

2.希望藉由「姊妹地區」的關係，能 

擴展更多的社區服務、造福鄉里。 

3.本地區這幾年來在歷任地區總監卓 

越領導和各位社友努力下，不論社員 

成長、扶輪基金捐獻以及各項社區服

務都有良好的成績表現，受到國際社

友肯定。 

4.2014 年 10 月本地區與韓國 3750 地 

區建立姊妹地區以來，兩地區互動熱 

絡，增加國際聯誼，同時更促進各項 

服務計劃，其中包含友誼交換、國際 

社區服務、青少年交換等等。所以希 

望藉由與日本 2730 地區結為「姊妹地 

區」，更能促進兩地區的國際友誼與各 

項服務工作。 

提案者: 地區國際社區服務主委姚啟甲 PDG  

Kega 

決  議：同意。 

提案三：建議降低地區成年禮每位社友分攤金 

100 元，提請通過。 

說  明：辦理成年禮活動只有一天或半天，不 

是全年辦理，故應減收費用。 

提案者：三重南區社前總監柯玟伶 PDG Amanda 

決  議：同意。 

提案四：2017-18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 

過。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6.060.4-地區年度 

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 

權派一名代表出席，且提早 30 天通知 

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 

區會議，提交討論及通過。如未舉行 

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 

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題與 

社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 

投票權。 

提案者：甫卸任總監謝漢池 IPDGBeadhouse 

決  議：同意。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2 月 23 日 第 165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90,100
Al 1,200 Junior 2,000
Benson 1,000 Kay 5,000
Bright 11,000 Land 1,000
Cathay 2,400 Life 2,000
Coach 1,000 Lobo 1,000
David 2,000 Pol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2,000 Sky 6,200
Eric 3,000 Stock 3,000

Hero 1,000 Taylor 1,000
Jack 1,000 Trading 3,000
James 2,000 Will 1,000
Jason 2,200 Wood 1,000
Jey 1,000  
小計：      $60,000 總計：    $1,050,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41,200

Bright 5,200 Just 5,200

Coach 5,200 Master 7,700

Jack 7,700 Sun-Rise 5,200

Jey 5,200 Stock 5,200

小計：      $46,600 總計：      $887,8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國立台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翁子傑先生】 

我是扶輪18-19獎學金受獎生翁子傑，很高興可以申請到這份獎學金，也感謝

照顧社，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我的照顧社友郭道明先生。去年12月時被通知錄取

了心目中理想的研究所，心中充滿了喜悅，但也浮現了許多憂慮，擔心自己能否順

利完成學業、是否有辦法在大學四年學貸未還完的狀況下繼續借錢攻讀碩士學位、

能不能一邊打工還錢一邊兼顧學業和實驗室的研究進度等，種種的因素都讓我在開

學的前的暑假感到困惑與遲疑，勢必會在鑽研更高更深的知識理論時造成影響與顧慮。 

所幸在因緣際會下接觸到了扶輪這個大家庭，成功申請到這份獎學金，讓我無後之憂的繼續完

成學業，像是吃個一顆在未來兩年研究道路上的定心丸，在學習與研究的過程中不再需要擔心資金

方面的問題，使我可以竭盡全力地鑽研自己有興趣的領域與主題，也讓我了解，適時地付出自己一

點點的力量給需要的人，就可以成為別人在遇到困難時的救命稻草和甘露，讓他們不再受制於現實

中活中的種種限制，這是一件多麼有意義且偉大的事情。 

原本我以為這只是一份單純的獎學金，但在經歷過頒獎典禮和小迎新的活動後，我才知道這份

獎學金給予我最重要的東西，並不是錢，而是那些隱藏在每個扶輪夥伴間的寶藏，在頒獎典禮上，

熱情的學長學姊們用心的帶領我們這些從未見過的受獎生，熱情的與我們分享他們在扶輪家庭學

習、得到的能力與夥伴。在第一次小迎新的時候，我們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更進一步地認識獎學

生聯誼會。在活動的過程中，接觸到許多在聯誼會默默付出的夥伴，看著他們熱情地帶領我們這些

新生，也對聯誼會這個組織有了濃厚的興趣。 

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在需要幫助的求學路程中有這麼多扶輪社的夥伴、Uncle 和 Aunt 們願意幫助

我，如果沒有這些如及時雨般的幫助，現在這個時間我可能還在四處打工，在課業、經濟和研究中

自顧不暇，很感謝扶輪社這個大家庭，讓我有如家庭中的小孩一樣被呵護著成長，希望在完成學業

之後，可以有餘力可以回來這個地方，換我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謝謝扶輪! 

 

2019-2020 年度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3 月 24 日(星期日) 

*地點：羅東村卻飯店 

*參加：社長當選人 張正鳴伉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國立屏東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郭姿儀小姐】 

很榮幸能夠成為 18-19 年度的獎學生，感謝這個機會，讓我遇到很多貴人。在

此特別感謝系所前主任余慧珠教授、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照

顧社友 Uncle 郭道明先生的鼓勵以及推薦；謝謝他們的鼓勵，讓我有信心去申請

18-19 年度的獎學生，藉此機會有幸結識台灣各地的學長姐及同期的獎學生。 

     成為獎學生後，讓我有機會能夠與更多的人交流，不僅擴大了我的視野，也

讓我的思想方面有所成長，在做事方面有更完善的計畫。我開始思考著如何能夠更有效率地運用時

間，安排學業與研究，課後之餘參加更多扶輪社的活動；也學著如何與來自不同學校、國家的人相

處，透過與他們的互動，發現自己的優點以及不足之處，加以修改、精進，期許自己能夠變成一個

更出色、優秀的人。 

在研究所求學的階段，我常想著如何運用友善的力量，去創造更多的熱情，更想著成為碩士之

後，能夠為社會貢獻些什麼？這次遇到很多獎學生，透過和他們的交流，發現很多人不只是各個研

究領域的佼佼者，讀書之餘也能夠做著很有意義的事情，例如：關注當前社會議題、關懷弱勢族

群、當義工……等，使我非常佩服他們分配時間的功力。這也刺激著我想要改變的想法，也想在這

段時間，除了學業和研究之外，為社會盡一己綿薄之力。 

很榮幸能夠參與扶輪社這個溫暖的大家庭，透過扶輪社，結識了許多人，也很期待未來有機會

認識各行各業傑出的 Uncle 和 Auntie，藉此擴大自己的視野，並且從中學習、成長，期望有朝一

日，自己也能夠像他們一樣，秉持著扶輪精神：寬容、親善、服務，並且將此精神延伸至未來參與

的每項活動，例如：扶輪社偏鄉計畫，憑藉著一己之力，為社會上需要的人、弱勢族群服務，並且

將此經驗分享出去，希望藉此能夠影響並且號召更多人投入社會偏鄉計畫，改善偏鄉教育資源受限

以及不足的問題，也能夠啟發偏鄉的孩子學習力和素養能力，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不論是求學、

還是求職，都不會因為資源的貧乏而裹足不前。我報考研究所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對教育有熱

情，但是看到城鄉差距如此之大，讓我萌生想要為偏鄉的孩子盡一份心力的想法，所以我真的很感

謝扶輪社的活動，讓我的理想從現在就能夠開始執行，希望畢業後，我能夠投入更多的心力，為改

變社會盡更多的力量。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光電暨材料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Jutathip 

Thaomonpun 小姐】 

我叫 Jutsthip Thaomonpun（杜搭婷）。我從泰國來，我非常感謝板橋東區扶

輪社給我的幫助。在我的父母離婚後，我的媽媽獨自照顧家庭。從那時起，我決

定出國留學，共創美好未來，並幫助我的家人。對我來說，一個好的學術成就肯

定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可以來紀念我的母親和我在泰國的母校。 

現在我正在攻讀台灣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系碩士學位，成為研究員是我的願望。我會用這個

獎學金的來支付我的日常開支，和兩個學期的教科書，文具和學習用品，並支付了一年的住宿費

（宿舍費）。我非常有興趣學習中文，我希望在畢業之前我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所以我用了一些獎

學金來支付中文課程的費用和課程的交通費，其餘費用將支持我前往日本研究時的開支。今年我有

機會參觀 SPring8（日本輻射研究所），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再次訪問它來做我的研究課題，在我完成

實驗後，我將開始寫下來論文和參加國外一些國際會議，我很榮幸能夠獲得這筆獎學金。另一件重

要的事情就是幫助我的媽媽省錢。因此，通過這種方式，她將有足夠的錢來支持我的妹妹和弟弟的



學習。 

在台灣學習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一些社會工作援助的活動。例如：我參加了海灘清理活動，

我和他們一起清理了被沖上岸的垃圾。Mission Taiwan 2018 英國福音營，幫助美國代表團在裡港

國小縣利港小學教英語。GIS-業成集團觸摸顯示技術專家公司和國家潮州高中邀請我發表一些關於

我國（泰國）的演講，標題是“泰國有一些東西”，用於分享和交流我的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 

我總是幫助國立屏東大學的國際事務辦公室(OIA），我協助每一位國際學生（實習生和交換生）在台

灣交換學生期間照顧他們。 

最後，我再次感激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和板橋東區扶輪社的慷慨和支持，我會努力學習並回饋

給其他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陳伯元先生】 

  很高興能獲得這次的中華扶輪獎學金。能得到此項榮譽，我感到非常榮幸，首先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的林振哲社長與當天面試我的委員對本學生的高度肯定。得到

這筆獎學金真的是令我感到意外又驚喜。一開始在看到扶輪社獎學金申請是在網路

上意外看到的，以地區為單位申請，全台灣每個地區的扶輪社推薦一人，我的心裡

便想著：「板橋優秀的人才這麼多，應該不會是我。」沒想到，最後的結果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面試完當天就接到得獎的訊息。 

    我一定會好好的規劃這筆經費，運用在我的研究上面，因為我的這項研究是深度學習的架構，

非常吃重電腦的硬體與效能，買完硬體費用是筆不小的數字，以我現在現有的硬體跑完一次運算大

概都要 5~6 小時，如果買完我需要的東西，像是 GPU 跟 CPU，估計速度都是以秒機算的，有可能可

以即時運算出來不到 1秒的時間。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獎學金這個獎的重點不在於物質金錢的多少，而是代表著精神上的鼓

勵，使人有繼續向前努力的動力，也大大的減輕我在求學路上帶來的經濟負擔。從高中到大學一職

都是就學貸款，我心想哪怕欠在多的錢也要念研究所，不然直接出社會我覺得自己還是停留在實作

技能與操作機械的基本能力，於是跨科到車輛科技研究所，沒想到我想的這個研究題目可以被人外

界採納，還有金費上的支持，真的是讓我看到扶輪社追求循善的一面，相信這個榮譽會鞭策我不斷

進步。 

    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提供的獎學，充實研究設備，改善學生的經濟壓

力，讓大家可以友安心跟愉快的做學術研究，未來如果有社友做類似我這個領

域的研究也可以歡迎一起討論，也與全國所有的得獎人共勉，除了努力工作與

研究外，還要注意身體健康。 

 

國際扶輪 2020-2021 年度 RIPN Sushil Gupta 及 Vinita 

伉儷訪台歡迎晚會 

*時間：3月 19 日(星期二)17:30 註冊、18:00 晚宴開始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12 樓宴會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號) 

*參加：地區總監提名人 黃文龍  



本週節目 

三月九日 

第 1658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國立台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

班一年級學生-翁子傑先生 

國立屏東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郭姿儀小姐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光電暨材料研究所碩

士班二年級學生-Jutathip Thaomonpun 小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碩士班二

年級學生-陳伯元先生 

 

下週節目 

三月十六日 

第 1659 次例會 

延至三月十七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台中

花博一日遊。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23 日 第 165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Frank、Kenny、 

Leo、Mars、Obama、Otoko、Tetsu 

 

 

 

節目預告 

三月二十三日 

第 166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郭昭揚博士班冠名獎學金-私立東吳大學政治 

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學生-林承正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研究 

所博士班二年級學生-黃盈笛小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所碩士班 

四年級學生-郭慧婷小姐 

 
 

敬祝 生日快樂! 

洪敏捷前社長(42.03.09) 

陳世君社友(60.03.11) 

郭俊麟社友(70.03.11) 

黃健豪社友(62.03.16) 

郭俊麟社友夫人(70.03.18)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忠慶社友(78.03.12)30 年 

林振哲社長(78.03.12)30 年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40 年 

吳得利秘書(79.03.18)29 年 

 

 
 

快樂並不在於有與非有 
而是在於珍惜與知足 

人生時時刻刻都是新的體驗 
懂得體會當下的感受 

原來，快樂就是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