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2月 22 日  第 1708 次例會 

 社長當選人吳得利 P.E.Polo 代理鳴鐘開

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P.Just、P.D.G.Trading、Kay、 

P.P.ENT、Jey、Ma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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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Life、Junior、Archi、I.P.P.Sky，

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快樂出航」、「花心」、「來

去台東」。 

 出席劉孟賜 Bir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二月二十九日第 1709 次例會，適

逢 228 假期，休會乙次。 

(2).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

月八日(星期日)舉行。 

*社館、馥華飯店各乙部車，請大

家注意上車地點。 

*早上七時集合領取早餐、水果、

水，七時二十分出發。 

(3). 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十八日(星

期六)-十九日(星期日)假頤品大

飯店新莊晶冠館舉行。*欲參加之

社友請儘速登記報名。 

(4). 2021 臺北國際扶輪年會，欲參加

之社友請於六月十日前上 RI 網站

登記繳納註冊費，註冊費早鳥優

惠價為每人 USD315.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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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當選人吳得利P.E.Polo代理主持社

務討論，會中討論… 

(1)原訂四月六日(星期一)至四月十日   

(星期五)前往訪問韓國水原長安扶 

輪社乙事，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延 

期舉行。 

(2)國際扶輪 3490地區第 30屆地區年會 

謹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六)至十九日 

(星期日)假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舉 

行，本社是否社友百分之百報名地區 

年會。 

這二項提議將於三月份理事會再進行討

論。 

此外，總監提名人黃文龍 D.G.N.Wood 分

享近期私下己拜訪四十幾位同屆各社社

長的感想，也積極宣導推動增加社友人

數、成立輔導新社、鼓勵社友認捐扶輪基

金的目標。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當選人吳得利 P.E.Polo 代理鳴鐘閉

會。 

春季旅遊-宜蘭藏酒酒莊、綠舞園區一日遊剪影 

*時間：3月8日(星期日) 

 

 

 

 

 

 

 

 

 

頭城老街踏步尋古趣                   綠舞園區觀賞日本舞蹈、享用下午茶 

 

 

 

 

 

 

 
 

 

 

 

 

 

 

藏酒酒莊品酒、Diy星空酒 



郭林美惠獎學金-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健康管理學院營養學系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李盈小姐 
 
很榮幸獲得2019-2020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獎學生目前就讀於中

山醫學大學營養系博士班三年級，博士班求學可謂漫漫長路，除了學校課業及
實驗研究外，更需要不定時自我進修，包含英文論文寫作課程、英文進修
(TOEFL-iBT考試)、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以及吸收新知，在精進自
己的過程需要投入的不只是大量的時間與心力，更需要費用，很感謝
P.D.G.Trading及母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的推薦，使獎學生能夠獲得此份殊榮，
並且心無旁鶩的往博士學位邁進!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是對碩博士生的栽培與寄予厚望，在2019-2020年度獲得此份殊
榮，也代表著正式加入扶輪溫暖的大家庭，在2/8頒獎典禮上看著曾經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獎學金的學長姐們一同為典禮付出，細心且不厭其煩得導引著每位獎學生，使得頒獎典禮順暢
進行，學長姐們無私的付出著實感人心脾，更意味著這份獎學金給予得不僅僅是生活物質上的
幫助，更是傳承著一份無私且偉大的愛，這是這個社會上最欠缺也最需要的，在典禮上uncle與
aunt們無私的奉獻及人生經驗分享，更讓獎學生深刻地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 

獎學生目前仍在求學階段，專長為食品營養，研究領域為神經退化，老化是每個人未來都
會面臨的問題，且依據衛生署福利部(民國100年)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學調
查結果，以及內政部105年9月人口統計資料估算，發現65歲以上的老人每13人即有1位失智者，
而80歲以上的老人則每5人即有1位失智者，年紀愈大盛行率愈高，且有每五歲盛行率即倍增之
趨勢，根據統計結果，截至110年，65歲以上失智盛行率高達7.65%，這除了顯示未來老人長期
照護的重要性外，更激起我的動力篩選具有抵抗神經退化疾病的機能性成分和營養素，以改善
老化相關之神經退化性疾病，藉由攻讀博士學位完成相關之研究，期許能夠對學術界有所貢
獻，並以此為志向。更期許能夠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發揮扶輪的大愛精神，默默地耕耘並且茁
壯，讓自己精進成為更優秀的人才，將扶輪給予學生的關懷與栽培繼續散播與傳承下去! 

衷心感謝，參與扶輪，改變人生!扶輪傳承，結合各界菁英，延續服務，一同創造無限大的
價值，讓愛一直存在。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潘國勳先生 
 

非常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及照顧社友，願意給我這個機會領取中華扶輪獎
學金來支助我念書。從準備獎學金資料、面試、到最後得知獲得這份獎學金，
成為獲得這筆獎學金的幸運兒，由衷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的Uncle及Auntie
們。身為研究生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有這筆獎學金的支助，讓我們在研究的過程
中無須過度擔憂資金的來源，我會好好運用這筆獎學金在我的學業以及研究
上。目前規劃做為研究論文之研究基金、投稿研討會費用、繳交學費、進修健康建築課程費
等。此研究基金讓本人能夠足以運用這筆獎學金去做學術的研究及探討。並將其能夠投稿至研
討會，讓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給其他專業領域的人看見。研究補助期間發表一篇研討會論文，
並於發表論文的內容中說明此論文是透過貴社提供獎學金的資助，才得以完成研究，並表達對
於貴會的感謝。 
這次很榮幸在得知拿到這筆獎學金後參加頒獎典禮，從頒獎典禮清楚地知道各個地區扶輪社的

長輩們在背後支持著教育，他們沒有義務卻有帶著善良的心，回饋社會扶持全國的碩博士生
們，孕育下一代人才，他們的榜樣已經豎立在我的心中，進而當自己進入社會時，要像他們一
樣回饋社會，幫助更多未來的碩博士生。 

起初會知道扶輪社是因為常常看到扶輪社舉辦的捐血活動，讓人覺得扶輪社充滿愛心。不
僅是做公益，扶輪社更進一步促進社會間的交流。能夠有這樣的職業交流，讓我認為當初創辦
人保羅•哈里斯在起初創辦時，是不是就已經想像到這樣的場景。不管是何種交流，都必須要
有一個組織存在，到現在一定有很多人心存感激有扶輪社的存在。 
   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透過獎學金聯誼會認識其他人，我是從職場中再踏回學校的學生，更

了解到人脈的重要性。可以跟不同領域的同學交流，了解目前產業的趨勢。接觸了扶輪社後，
有幸能認識在社會上各行各業中傑出的Uncle及Auntie們，也加入了有著各個學科領域菁英的獎
學生聯誼會，短短的這幾個月內參與了這些活動，讓自己在各方面成長了許多，也深刻的體會
到得獎學金後，是一個人生新里程的開始。 



本週節目 

三月十四日 

第 1711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郭林美惠獎學金-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健康

管理學院營養學系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李盈小姐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

計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潘國勳先生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一日 

第 17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鄭德文 P.P.Just 

主  講  者：高爾夫球教練 楊之華小姐 

講      題：高爾夫教學的進化與變革 

 
 

敬祝 生日快樂! 
黃健豪社友(62.03.16) 

郭俊麟社友夫人(70.03.1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41 年 

吳得利社長當選人(79.03.18)30 年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3月16日(星期一) 

09:30報到、18:00餐敘 

*地    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參加人員：黃文龍D.G.N.Wood 

徐明偉S.Benson 

連文惠女士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2 月 22 日 第 170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4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6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avid、Dental、

Decor、Frank、Kay、Kenny、Leo、

Mars、Obama、Otoko、Stock、

Taylor、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2 月 22 日 第 170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49,500
Al 1,000 Junior 2,000
Benson 1,000 Masa 2,000
Eric 1,000 Polo 2,000
George 8,000 Tea 1,000
Jack 1,000 Will 1,000
James 1,000 Wood 2,000
Jey 2,000  
小計：    $25,000 總計：   $1,074,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31,460
Shige 5,200 Wood 5,200
Taylor 7,700  
小計：     $18,100 總計：    $849,560

 

社長當選人 吳得利Polo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3月22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