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3 日  第 1660 次例會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私立東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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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Justice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ust、Will，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春風吻上我的臉」、「月亮代表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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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籌備授證32週年刊物，欲更換全家福

照片者，敬請提供新的照片檔案予余s以

利編輯。 

(2). 參加訪問日本姊妹社之社友寶眷，敬請

於三月三十日(星期六)例會後參與行前

說明會。 

(3). 第33屆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謹訂於三

月三十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後召開，屆

時敬請理事當選人參與會議。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私立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學生

林承正先生「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政治經濟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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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以手段能用語

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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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

社會連結感對於利社會行為的影響之初探，

以同理心為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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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次例會紅箱收入。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前社長邱明政P.P.Masa代表

本社頒發三月份獎學金、小社旗予三位獎學

金學生。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鳴鐘閉會。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3 月 23 日 第 166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93,100

Al 3,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Coach 3,000 Pol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2,000 Sky 2,000

Jack 1,000 Stock 1,000

James 3,000 Trading 2,000

Junior 1,000 Will 2,000

Life 1,000   

小計：      $29,000 總計：    $1,122,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08,600

Al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916,3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合影留念 

 

扶輪基金捐獻表彰一覽 

個人表彰項目 

表彰項目 捐獻項目 達成資格 備註 

贊助會員(RFSM) 

(Rotary Foundation 

Sustaining Member) 

年度基金 每年至少 USD100. 

 

保羅哈里斯之友(PHF) 

(Paul Harris Fellow) 

承諾每年捐贈至少一顆即成為

保羅哈里斯協會會員 

(Paul Harris Society,PHS) 

年度基金 

小兒麻痺 

核准的獎助金計劃 

累計達USD1,000或以

上 

PHF 可透過他人

贈送的表彰積點

轉移達成 

捐獻人(BNF)(Benefactor) 永久基金 USD1000  

鉅額捐獻人(Major Donor) 
所有捐款項目 

累計捐款與配偶合計

達 USD10,000 以上 

不含遺產捐贈表

彰積點不計入 

阿奇柯蘭夫協會會員(AKS) 

(Arch C.Klumph Society) 
所有捐款項目 

累計捐獻達 

USD250,000 以上 

不含遺產捐贈 

遺贈協會(Bequest Society) 
永久基金 

遺產捐贈 USD10,000

以上 

 



國際服務-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授證 50 週年行程表 

*時間：4月 12 日(星期五)-4 月 16 日(星期二) 

日期 行程 

4/12(五) 桃園機場 TPE(長榮 08:50)→成田機場 NRT(長榮 13:15)→中停休息站→輕井澤

OUTLET→飯店 

4/13(六) 飯店→採水果→小布施→赤倉觀光溫泉飯店→參加姊妹社歡迎會 

16:00 赤倉觀光飯店入住 

17:30 歡迎會報到 

18:00 歡迎會開始 

20:00 歡迎會結束  

4/14(日) 赤倉觀光飯店→ART HOTEL 上越→Dúo CEREZO 會場參加姊妹社授證 50 週年紀念典

禮→高田公園賞夜櫻→飯店 

10:00 赤倉觀光飯店退房 

10:50 ART HOTEL 上越辦理入住手續，中午用餐（宮崎会長会社），前往會場。 

12:15 Dúo CEREZO 會場報到 

13:00 InterCity Meeting 

14:15 調印式 

14:45 高田東扶輪社創立 50 周年紀念典禮 

16:50 祝賀會 

19:00 閉會 

19:10 ART HOTEL 着替え- 

19:30 高田公園賞夜櫻 

20:40~21:00 返回 ART HOTEL 

4/15(一) ARTHOTEL 上越→高田公園賞櫻(暫定行程以黑部立山上山預約時間為主)→立山黑

部六種交通工具：立山→扇澤→飯店 

4/16(二) 飯店→川越小江戶老街(古街兩側有商店)→AEON 購物商場→成田機場 NRT(長榮

20:40)→桃園機場 TPE(23:20) 

友社授證 

【新北城星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4月 16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 號)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4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國際扶輪一瞥 ~截取扶輪月刊 3月號 

扶輪社員人數：1,214,363. 

扶輪社數：35,787.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人數：155,020.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數：9,734. 

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人數：547,492. 

扶輪少年服務團團數：23,804. 

扶輪社區服務團贊助夥伴人數：213,900. 

扶輪社區服務團團數：10,200.  



本週節目 

三月三十日 

第 166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六日 

第 1662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四月十三日 

第 1663 次例會 

國際服務-組團訪問日本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

輪社授證 50 週年紀念典禮。 

 

節目預告 

四月二十日 

第 1664 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9 屆地區年會】 

時間：4月 20 日(星期六)-21 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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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生日快樂!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邱顯清社友(40.04.20) 

劉炳宏前社長(47.04.21)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郭金興社友夫人(46.04.02)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前社長夫人(51.04.04)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8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5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23 日 第 166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Frank、 

Kay、Kenny、Leo、Mars、Obama、 

Otoko、Taylor、Tetsu、Tiger 
 

2019-2022 年世界年會時間表 

2019 德國 漢堡市(2019/6/1-6/5) 

2020 美國 夏威夷 檀香山(2020/6/7-6/10) 

2021 台灣 台北市(2021/6/13-6/16) 

2022 美國 休士頓市(2022/6/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