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9 日  第 1658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程文金 P.P.Cathay：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國立台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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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ENT、Jey、Mars、Taylor、Mars

夫人、Dental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Archi、P.Sky、P.P.Lobo、Polo，結婚週

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愛拼才會贏」、「春天哪會這呢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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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會，敬請

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春季旅遊-台中花博一日遊，謹訂於三月

十七日(星期日)舉行。 

*甲車-四川路社館、乙車文化路馥華飯

店。 

*早上06:45集合領取早餐、水果、礦泉水，

07:00出發。 

*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輕便服裝準時出席。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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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乳房鈣化點 

良劣的輔助診斷系統」、國立屏東大學英語研

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郭姿儀小姐「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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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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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field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Co+2 : ZnO 

N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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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以YOLO物

件偵測技術之車輛分類與計數系統」。 

 代理糾察黃伯堯P.P.Jack報告本次例會紅箱

收入。 

 社長林振哲P.Sky代表本社頒發三月份獎學

金、小社旗予四位獎學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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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3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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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伯湖、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周正義、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林振哲、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4 第 1666 次例會，延至五月五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 

麵餐廳舉行慶祝母親節暨爐邊會。 

        05/11 第 1667 次例會，「台灣軌道運輸 

系統現況及未來展望」新加坡交通部 

鐵路卓越顧問小組委員 蔡輝昇先生。 

05/18 第 1668 次例會，「我的人生我的 

夢-海洋淨行式」寶島淨鄉團創辦人暨 

理事長林藝小姐。 

        05/25 第 1669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 

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1 第 1670 次例會，提前至五月三 

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舉 

行姊妹社蒞台歡迎會暨爐邊會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舉行。。 

06/08 第 1671 次例會，提前至六月一 

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假新板希爾 

頓酒店舉行授證三十二週年慶典。 

        06/15 第 1672 次例會，「聆聽花開的聲 

音」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持 

人 吳書原先生 

        06/22 第 1673 次例會，「從三國演義談 

領導統御」中央警察大學警監 高志斌 

先生。         

06/29 第 1674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3月 9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合影留念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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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系上老師告訴我扶輪社有一筆獎學金可以申請，當時我的態度蠻消

極的，一則看了相關規定，發現年齡資格已超過規定；二則我對扶輪社了解不多，

只知道這是一個商業人士的社團。不過在師長鼓勵下，我仍決定積極地準備好所需

資料，也不辜負羅致政老師將此消息告訴東吳政治系陳立剛老師，而陳老師積極鼓

勵我申請的一番心意。 

準備獎學金面試時，我抱持著盡力而為的態度，內心也感到平靜安穩。其實在預備

的過程中，我開始去查閱扶輪社的歷史、國際及國內的發展及活動，對扶輪也開始有了比較多的了

解。面試當天，是由林振哲社長和郭昭揚副社長和我談話，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覺得兩位長輩真

是格外親切，談話中也多是勉勵和關懷，是一次很愉快地談話經驗。 

到了公佈獎學金得主的時刻，我看見自己的名字，真是非常驚喜。我的求學生涯中，未曾得到過如

此豐厚的獎學金。當下我真是滿心感謝，因為扶輪社的慷慨，將幫助我不用太為生計愁煩，而可以

好好專注於學業和研究。 

在隨後收到的正式得獎通知中，我發現扶輪對獲獎生有很特別的計畫，將獎學金分為六次發

放，並且邀請獲獎生在參加特別聚會後領取。我覺得這個設計雖然帶著要求的性質，但可以有助於

對扶輪多一些理解和認識。在確認得獎後，我開始收到許多之前得獎學長姐的電子郵件，我也發現

他們很用心地在籌劃 1月下旬的頒獎典禮以及相關的各類、各區迎新活動，雖然我不見得能每一個

活動都參加，但內心確實感受到他們的活力與熱情。 

頒獎當天，不論場地安排、穿插的表演節目、特別來賓的分享，我覺得十分用心且不落俗套，

對於每個受獎學生領獎的過程細節，也十分週到，這使我感覺扶輪社對鼓勵高等教育人才的用心和

細膩。在領獎的當下，我覺得能得到這份榮譽實在是非常幸運，內心也期待未來能更深刻了解扶

輪，也希望在不同的活動和場合中，結交來自四面八方志同道合的朋友。除此之外，也期許自己善

用這筆獎學金，對目前研究的主題進行深入的探索，並產出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研究成果。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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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板橋東區社 UNCLE SKY 的推薦，讓我能在就讀博士班期間獲選扶輪獎學

金！對於全職學生來說，經濟狀況的煩惱往往是研究生專研學術時的困境。感謝扶

輪教育獎學金，讓我能在無須擔憂經濟來源的狀況下，專注於學術研究！ 

猶記前年，我很榮幸地獲選為政大優秀學生，並代表全體優秀學生上台致詞。在致

詞稿的準備過程中，我想起每年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時，UNCLE、AUNTIE 對我們的

諄諄教誨，便覺得自己能有現在這小小的成就，真的是多虧成長過程中ㄧ路上所獲得的各種幸運。

從小到大有父母的栽培，求學過程中更遇到許多貴人，提供各種經濟、心靈上的支援。呼應陳之藩

先生文章所述，真是「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帶著這樣的感恩，我成為板橋東區扶青團的ㄧ員，並於 2016 年完成授證，期許自己能取之於扶

輪、用之於扶輪。除了參與例會外，也參與新北市家扶中心義賣、老梅石槽海灘淨灘、喜憨兒烘培

工廠與喜憨兒們一起製作餅乾等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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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第二次於博士班就讀期間獲選扶輪獎學金，因此在他人眼中，我是個極為幸運的人。

不可否認，我為自己能獲選的幸運而感恩，但每一次的入選卻也都得來不易。今年的獎學金面試徵



選時，UNCLE 們在我曾領取過扶輪獎學金的前提下，仍願意給我機會說明自己在求學生涯中的努力

與表現，並給予我獎學金的肯定，令我非常感動與感恩。抱著這樣的心情，我承諾將盡我所能回饋

扶輪，並帶著 UNCLE 們於這份獎學金所賜與我的祝福與期許，更加努力上進，以期未來回饋所學於

社會。 

再次感謝板橋東區社對我的推薦！感謝 UNCLE 們的愛護與支持，及余小姐於行政流程上的熱情

協助，使我能從眾多申請學生中脫穎而出。未來，我會更加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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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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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能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以及我的照顧母社板橋東區社的肯定，慧婷除了

真的備感榮幸外，也珍惜這份幸運。18-19 剛好是我學習階段中最艱辛的時刻，更遇

到了許多挫折和低谷。然而，在投入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的過程中，帶給我許多的

支持、溫暖還有實質的協助。我想若沒有這份獎學金還有這群前輩與好夥伴的幫忙，

我可能跨越不了這個難關。18-19 也是我擔任中華扶輪獎學生聯誼會北區分會長當選

人的年度，需要學習協調、領導且身上也多肩負了一份責任。 

我真心感謝我的照顧社板橋東區社，也謝謝過去照顧和推薦我的 Uncle Trading 賢伉儷以及這

次冠名支持慧婷的林振哲社長。謝謝您們對慧婷的肯定與幫助，我深知沒有誰應該要幫助我們的。

但是那份對於台灣菁英學子的期盼和奉獻，對慧婷而言，無疑是取得了一個更能拓展自己專業與視

野的敲門磚。這兩三年來，參與聯誼會大大小小的活動並且擔任不同的職務和角色，讓我體認到優

秀的人是同時兼備品德和專業的。所以我也一直努力向學長姐、會長群們努力學習並且發問，時時

感受到大家上進和精進自己的心，讓我也不斷提醒自己要跟上腳步並且變得更好。 

我特別喜歡聽扶輪長輩與前輩們的分享，我常在想 60-70 歲的我是否能和他們一樣熱情、自信

和耀眼？看著台上的扶輪長輩與前輩們，點燃的是我心中的熱情，還有不怕失敗且勇於承擔責任的

心。而我手中接過的不僅僅只是榮耀，而是繼續傳遞扶輪大家庭中分享與學習的那份熱忱與感動。

感謝板橋東區社、郭道明董事長、郭林美惠夫人、林振哲社長，願意成為慧婷生命中的貴人。慧婷

也會繼續用自己在心理諮商和教育的專業裡耕耘，讓更多人能與心理學擦出不平凡的火花，並且體

會到其美好。也在這個動盪與混亂的社會中，有親近與安定自己內心的方法，找到心中的平靜與能

量，繼續傳遞扶輪的使命與精神，讓台灣變得更好。 

 

總監辦事處來函照登~公告新增分區所屬扶輪社別 
說明： 

一、參照國際扶輪(RI)有關助理總監(AG)職責建議案：每一助理總監以服務 4-6 扶輪社為原則。 

二、新北市地區新增第十一分區，由新北卓越社、新莊菁美社、新北豐彩社、新北綠家社、永 

大社組成，於 2019-2020 年度開始，依新分區推廣扶輪。   

第三分區 第十一分區 

新莊社 

新泰社 

新莊東區社 

新莊中央社 

新莊南區社 

新北卓越社 

新莊菁美社 

新北豐彩社 

新北綠家社 

永大社 



 春季旅遊-台中花博一日遊剪影  
時間：3月 17 日(星期日)                              

 

 

 

 

 

 

 

 

 

 

 

 

 

 

 

 

 

                

                

 

 

 

參觀台中花博-后里展區 

 

 

 

 

 

 

 

 

 

 

匯豐果園-採楊桃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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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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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三月三十日 

第 166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09 日第 165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5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9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David、Frank、Kenny、 

Mars、Obama、Otoko、Tetsu、Will 

三、祝您旅途愉快! 

    Roberta、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9 年 

許家榮社友(89.03.27)19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3 月 09 日 第 165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50,100
AL 1,000 Land 1,000
Alan 1,000 Lobo 2,000
Cathay 1,000 Master 1,000
Dental 3,000 Polo 2,000
ENT 2,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 Shige 500
George 8,500 Sky 7,000
Hero 1,000 Smile 1,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Taylor 2,000
Jason 1,000 Tea 1,000
Kay 1,000  
小計：      $43,000 總計：    $1,093,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87,800
Cathay 5,200 Tiger 5,200
Kenny 5,200 Tetsu 5,200
小計：      $20,800 總計：      $908,600

 

-感謝- 
(1) 社長林振哲 P.Sky 致贈參與春季旅遊人

員古早味麥芽糖餅。 
(2) 秘書吳得利 S.Polo 致贈參與春季旅遊人

員吳厝咖啡。 
(3) 地區總監提名人黃文龍 D.G.N.D.Wood 致

贈參與春季旅遊人員太陽餅。 
(4) 前社長羅致政 I.P.P.Master 贊助春季旅

遊台中花博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