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17 日  第 1781 次例會 

 

 下午 1 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

會，舉行 Zoom 線上會議。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黎明技術學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

長張世鈺先生、沙巴留臺同學會總會長

彭道章先生參與本社例會。 

祝福 P.P.Al 結婚 31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你是我的兄弟」。 

 代理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社員人數

54 位，目前上線參與例會人員 25 位。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7 月 24 日第 1782 次例會，邀請財

經作家 阮慕驊先生，專題演講 

     「全球金融與經濟趨勢」，歡迎社

友夫人一起上線聆聽。 

(2)、社內承諾捐贈的移動式篩檢接種

站，經費為二十萬元，已於 7月 7 

     日設立於高雄邱外科醫院，敬請各

位社友踴躍認捐。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線上歡喜

紅箱時間。 

 黎明技術學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 

張世鈺先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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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貴社去年在疫情期間捐贈本校三千 

個口罩，海外有很多我們華人聚集的地 

方，但在華人教育資源方式較匱乏，今 

年徐明偉社長願意將扶輪社的資源放在 

海外學生教育部份，這真的很令人感謝 

、感動。 

 

 

 

 

 

 

 

 

 

 沙巴留臺同學會總會長彭道章先生致

詞： 

我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但我自己

也是從台灣留學回來，根據統計馬來西

亞在台灣留學回來的人口數約有八萬

人，在全馬來西亞約有 47 個分會。馬

來西亞的華人教育基礎，基本上是靠台

灣建立起的，所以台灣對華人教育佔有

很大的影響力。 

我所在的東馬(沙巴洲)相較西馬(吉隆

坡)是較為落後的地區，在人口教育、

就業方面較弱勢。期待透過此次馬來西

亞沙巴華人中學「台馬青創烘焙坊」計

畫，提高年青人的教育與就業技能，也

期待疫情過後與大家相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報告馬來西亞沙

巴華人中學「台馬青創烘焙坊建置」計

畫： 

此次國際扶輪社跨境合作，要帶給海外

華人馬來西亞沙巴青年學子教育與產業

經濟培植永續深耕計畫。 

我們要海外青年能畢業即就業，將學到

的專業知識落實應用。 

獎助金計劃的動機： 

(1)、當地華人青年，受教權弱勢的一 

群。 

(2)、感念留台學生會，一直以來默默

協助高等教育與族群認同。 

(3)、當地華人青年知識、技能、產業

的深耕培訓。 

(4)、當地華人青年就學、就業、創業

的永續育成。 

跨國計劃： 

台灣方面主辦單位：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板橋東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扶輪社、台灣客家商

會聯合會。 

馬來西亞方面協辦單位： 

國際扶輪 3310 地區、亞庇文華扶輪社 

、沙巴客家總商會。 

執行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國際處、馬來西亞沙巴留

台總會、沙巴亞庇建國中學。 

計劃教育訓練執行說明： 

黎明技術學院教育外籍生，從台灣畢業

回到沙巴當地發展，擔任儲備店長烘焙

師傅，或著擔任沙巴(華人)中學種子培

訓師，並安排到台馬青創烘焙坊門市、

工廠，將所學知識實際運用，創造就業

機會提昇技能。 

計劃預算： 

(1) 廚房設備採購 NT$1,500,000. 

(2) 教師研習培訓 NT$300,000. 

(3) 捐贈儀式 10,000. 

(4) 行政管理費 108,600. 

(5) 預備金 92,343. 

總計台幣 2,010,943 元。 

經費來源： 

(1)、各扶輪社共襄盛舉，指定捐款保

羅哈里斯 21 顆。(1 顆約 3 萬元台



 

幣)。 

(2)、教育訓練相關規劃與整合(約台幣

40 萬元計畫)。 

希望我們能在新的年度裡，發揮地區各

分區各社的扶輪精神，為幸福團隊最佳

表率。 

 下午 2時 15 分，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捐贈扶輪移動式正壓篩檢站 
架設時間：7月 7 日(星期三)08:00 

架設地點：邱外科醫院(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37 號) 

國際扶輪全台灣 12 位地區總監，在短短一週內籌募集結全台灣扶輪人的愛心，發起募

資、募工、募料，整合全國扶輪社友的職業力量，解決正壓採檢站無法大量生產的問題，

預計在 7月 15 日前捐贈 135 座「扶輪移動式正壓篩檢站」，給全台共 115 家醫院，提供醫

護人員安全的工作環境。 

其中，我們 3490 地區在總監黃文龍 D.G.Wood 號召下，共募得 340 萬，捐贈了 13 座篩

檢站及 20 萬的運費補助。本社認捐的扶輪移動式正壓篩檢站，社長徐明偉 P.Benson 於 7

月 6 日(星期二)臨時接到地區通知篩檢站要架設到高雄地區，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隔日與

夫人燕妮一同南下高雄驗收設備。高雄第五分區的助理總監張梓燦 P.P. Sakura(高雄壽山

社)、副助理總監彭光挺 P.P. Tim(高雄南一社)也親蒞現場協助設置並感謝本社讓醫療人員

可以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下進行採檢，也守護防衛高雄當地居民的健康。 

台灣從五月份母親節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不知不覺已過兩個月，在這艱辛的時刻 

，我們更要遵守防疫措施，大家繼續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非必要不出門 

，讓疫情能逐漸趨緩，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 

 

 

 

 

 

 

 

 

 

 

 

 

 

 

 

 

 

高雄邱外科醫院醫護人員代表感謝本社捐贈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四日 

第 178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P.P.Jason 

主  講  者：財經作家 阮慕驊先生 

講      題：全球金融與經濟趨勢 

 

下週節目 

七月三十一日 

第 178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呂仁團社友(65.07.26) 

吳晉福社長當選人(50.07.30) 

祝 結婚週年快樂! 

呂仁團社友(101.07.26)9 年 

 

 

聖嚴法師-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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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17 日 第 178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6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ive、

Decor、Frank、Jimmy、Justice、

Kenny、Leo、Mars、Otoko、Oki、

Roberta、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17 日 第 178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6,000 

Benson 4,000 Jey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1,000 

Dental 2,000 Sky 1,000 

ENT 1,000 Stock 2,000 

Eric 1,000 Stone 2,000 

Hero 1,000 Trading 2,000 

James 2,000 Will 1,000 

小計：    $22,000 總計：      $138,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6,900 

Fuku 7,700 Lobo 7,700 

James 7,700   

小計：    $23,100 總計：      $2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