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16 日  第 1794 次例會 

 

 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主委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真理大學校長陳奇銘先生、勝家國

際法律事務所律師王家敏先生、P.P.First 夫

人郭麗玉女士、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James、P.P.Tea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Tetsu 結婚 4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你好嗎?」，歡唱自

選曲「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鑼聲若

響」。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因上次例會為總監公式

訪問暨八社聯合例會線上會議故沒有統計出

席人數，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實體例會。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感謝 P.D.G.Trading 準備「食品提昇

液」致贈全體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月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10-12 月份社費繳款通知單，放在名牌

架上請大家攜回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用

繳納。 

(4). 下週六例會除了專題演講外，也將舉行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活

動，屆時敬請本年度認養者務必撥冗出

席例會。 

(5).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 10 月

30 日(星期六)中午假社館舉行。敬請全

體社友踴躍推薦優良員工接受表揚。 

(6).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

動，謹訂於 11 月 7 日(星期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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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次社內為主辦社之一，為安

排早餐、午餐事宜，敬請全體社友

寶眷踴躍登記出席人數。 

(7).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

球賽，謹訂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

午 10 時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欲報名之社友寶眷請儘速登記，報

名費每位 500 元。 

(8). 本年度圓夢計劃目標為 475 份。請

欲捐贈之社友儘早登記，謝謝!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劉炳華 P.P.Stock 介紹主講者簡

介： 

姓名：陳奇銘先生 

出生：54/3/10 

學歷：成功大學電機工程所通訊組博士 

曾任：真理大學財經學院院長 

真理大學知識經濟學院院長 

生泰合成工業公司獨立董事 

現任：真理大學校長 

企業創新永續經營 

 

 

 

 

 

 

 

 

 

真理大學校長 陳奇銘先生 

沒有創新就是死亡 

創新需要一種全新的看待事情的眼光，要瞭

解人的需求及具備冒險和努力工作的精神。

直到一個想法被廣泛採用並融入人們的日常

生活中，創新才算成功。大多數人都抵制變

革，因此創新關鍵在於說服他人，讓他們相

信你的想法是一個好主意，並通過他們的幫

助或試用，讓他們看到此想法的有用性。 

哈佛商學院創新大師 Christensen，創新者

要有五個 DNA：聯想思考、疑問、觀察、社

交、實驗。 

知識管理 

彼得•杜拉克：知識取代土城、勞動、資

本、機器設備。 

創新方法律 

Trade off：品質、速度、正確率、方便

性、安全性。 

靜態動態 

PC  Note Book 

行動網路 

走動式管理 

移動式圖書館 

Winner-take-all 

MAXNET  GEMNET 

維度改變  

類比數位 

電視 

電腦 

Winner-take-all MAXNET       

A+BC 

  跨領域、多領域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說企業只有兩個任務，行

銷和創新，但是沒有創新就很難行銷，創新

才是企業永續的基礎！  

 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代表本社全體

社友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陳校長，感

謝精彩演說並回捐本社車馬費。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鳴鐘閉會。 

2021-2022 年度-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認養人 

徐明偉 NT$12,000. 莊金盤 NT$12,000. 吳晉福 NT$12,000. 劉炳宏 NT$12,000. 

黃伯堯 NT$12,000. 郭昭揚 NT$12,000. 張正鳴 NT$12,000. 謝堂誠 NT$12,000. 

林振哲 NT$12,000. 李榮鏗 NT$12,000. 黃健豪 NT$12,000. 許家榮 NT$12,000. 



十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20 

二、 地點：社館 

三、 主席：李榮鏗                                                    記錄：許家榮 

四、 出席：江基清、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羅致政、賴建男、吳得利、李榮鏗 

劉炳華、許家榮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6第1797次例會，延至11月7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 

動」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11/13第1798次例會，「細胞治療的新進展」亞東紀念醫院醫學研究部主任邱彦霖先 
生。 

11/20第1799次例會，秋季旅遊-台中麗寶二日遊。 

11/27第1800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菲律賓馬尼拉亞太RI社長會議，社內已於9月30日(星期四)按照RI人數註冊101位參加 

，每位註冊費美金20元。此外為宣揚台灣扶輪活動訊息，社內也於10月8日以板橋東區 

扶輪社名義認購一個虛擬扶輪攤位，每攤位美金400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375份聖誕禮物，謹訂於12月22日 

(星期三)下午二時假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舉行，此次學校提出是否可以贊助活

動當日的糖果餅乾、場地佈置費用約一萬~二萬元。請討論。 

決  議：考量社內預算有限，委請學校自籌糖果餅乾、場地佈置費用。 

第五案：是否推薦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簡婉軒小姐，申請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請討論。 

決  議：通過。 

2021-2022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580,000.】 

黃文龍 NT$350,000. 

徐明偉 NT$10,000. 

何文章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葉進一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羅國龍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蕭慶安 NT$10,000. 

林燕妮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日)08:00 報到領取早餐、毛巾08:30 開始登山09:30 致詞、帶動唱、 

摸彩活動11:30 結束12:00 板橋吉哆火鍋百匯用餐。 

地點：中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戶外廣場 



社區服務-認養家庭扶助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 

姓名 鄉鎮 近況 

1. 蘇儀萱 林口區 

儀萱母親離婚後獨自扶養大姊、二姊、儀萱及妹妹。因二姊為腦麻患

者，母親為照顧二姊而無法從事正職工作，僅能從事清潔工作，全家仰

賴母親微薄薪資難以支應全家所有開銷。 

儀萱現就讀大學一年級，因其熱衷表演故選擇表演相關科系。從小熱愛

舞蹈的 O萱相當珍惜上台表演的機會，並在多次比賽中屢創佳績，至今

儀萱持續朝著專業舞者的道路前進，期待儀萱有朝一日能完成成為專業

的舞者，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2. 戴嘉妮 泰山區 

嘉妮父親癌症過世後，由母親獨力扶養兩名子女。母親現於冷凍食品加

工廠擔任作業員的工作，受疫情影響工廠訂單銳減，連帶影響母親的工

作量，工作收入也因而減少。嘉妮的哥哥就讀國中三年級，嘉妮就讀國

小六年級。嘉妮個性溫和子，對於自己負責的事務能主動完成，在學習

與生活上，需要多點鼓勵和支持。 

3. 許雅筑 三峽區 

雅筑母親獨力扶養三名子女，雅筑現就讀大學財經系一年級。家中大姊

現就讀大四，二姊因個人因素重讀大一。母親於大賣場工作，身兼早、

晚班，努力撐起一家人的生活。姊姊們也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無論寒

暑假或平日上課，都會打工賺錢。雅筑和姐姐無論在學習上、未來生涯

發展、工作上都日漸成熟獨立，令母親十分欣慰。 

4. 何羿妤 土城區 

羿妤來自隔代教養家庭，母親未婚生下哥哥，而後與父親結婚育有羿

妤，然目前父親因工受傷成為植物人，母親也離家不負教養責任，兩兄

妹自小由外祖父母照顧。 

外祖父因罹患下咽癌，需持續進行化療，目前進食經由管路灌食，無法

工作；外祖母從事清潔工作，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因經常需陪同外祖

父回診、就醫，故工作時間及收入有限。 

哥哥就讀國二，就學狀況穩定，平時會協助照顧羿妤，以減輕外祖父母

的負擔。羿妤就讀小四，學業表現優異，其相當努力學習，平時下課回

家會主動完成作業，並協助簡單家務整理，十分貼心。羿妤個性活潑開

朗，喜愛戶外活動，手足之間關係緊密。 

5. 唐莉婷 三重區 

莉婷母親獨力扶養二名子女，持續於自助餐廳任職，工作態度勤奮。莉

婷與弟弟分別就讀大四與大一，就學狀況穩定。莉婷近期正忙碌於畢業

專題，課餘時間持續參與教會活動；莉婷弟弟今年成為大一新鮮人，也

十分期待大學生活的到來。感謝您一直以來的關心與照顧，受到疫情影

響莉婷一家人生活皆穩定維持。 

6. 陳暐頡 土城區 

暐頡的父母親無婚姻關係，父親不負養育責任，由母親獨自監護照顧。

母子二人與外祖母同住，暐頡母親須負擔一家三口的生活開銷與教育費

用支出。 

暐頡母親為保險業務員，去年突發性身體不適而檢查出腎臟功能受損，

目前每周需洗腎三天，因長期洗腎致體況不佳，進而影響母親的工作與

收入，使家庭的經濟壓力沉重。 

暐頡就讀高一，課業表現良好，學習態度積極自律，對於自己的讀書規

劃十分有想法及認真執行。而暐頡在課業之餘的興趣為寫作和游泳，使

其能釋放壓力，維持學習的動力。 

7. 顏嘉伶 三重區 
嘉伶母親自父親心肌梗塞去世後，獨力扶養二名子女。雖然母親為越南

籍配偶，其仍獨自扛起全家家計，目前以工廠代班工作的微薄薪資實難



以承擔全家開銷。 

嘉伶現就讀大學三年級，為了貼補家用努力打工，亦因此相當疲憊，成

績也較為下滑，令母親相當心疼；姊姊現在也是大學生，其成績相當優

異；姊妹倆感情很好。 

8. 賴俞辰 南港區 

俞辰來自單親家庭，俞辰未出生時父母便因價值觀不合而分開，由母親

獨自扶養長大，父親並未負擔教養經濟。俞辰為家中獨女，與母親租屋

同住，近十年母親因為憂鬱症影響工作狀態，家內經濟只能靠以工代賑

的清潔工作與社會福利救濟勉強支撐著，仍然入不敷出需要外界協助。

俞辰目前即將升高三，個性靦腆，放暑假之際，也會至外婆家協助照顧

外婆，是一個體貼的孩子，也能體諒家長的辛勞，會學習幫忙做家事。 

9. 林家陞 新莊區 

家陞在家排行第二，是三兄妹中個性較溫和的孩子。母親從事美容行

業，在疫情期間影響甚多。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也會利用休息時間兼

職其他工作，增加家庭的收入。家陞目前高三畢業，並不打算繼續升

學，決定先去當兵，之後學習汽車改裝與維修技術，作為一技之長。家

陞滿 18 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考機車駕照，對於成年這件事情十分開心，

也代表家陞即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家陞目前雖已經畢業，但因目

前家庭經濟尚未穩定，家陞也尚未找到工作，因此決定延緩一段時間再

進行停扶。 

10. 黃至荃 文山區 

  至荃媽媽獨力照顧至荃以及兩位妹妹，目前從事在捷運站附近賣烤地

瓜，生活相當辛苦，經濟較為拮据。至荃媽媽相當努力的養育以及培養

孩子們的技能，如果工作時間之餘，至荃媽媽都不辭辛苦的帶著至荃去

參加各項才藝課程，期待至荃能有機會好好學習。 

  至荃個性活潑好動，喜歡自我表現、多才才藝，至荃目前有參加中心

與華山站貨場所合作的非洲鼓班，每次上課都認真的練習，整體表現及

節奏感也相當不錯，近期非洲鼓班有至兒保路跑宣導活動時表演，成果

大受好評，至筌信心大增，媽媽也感受到非常的欣慰。 

11. 黃聖傑 三峽區 

聖傑現就讀高中一年級，與就讀五專的姐姐和母親一起生活，因為家中

福利身分申請未能通過，母親必須從事多份工作以維持家中的經濟；且

受到疫情影響，工作時間與內容十分受限，經濟狀況緊縮。姐弟兩人在

學習上十分努力，也很乖巧懂事，令母親不用擔心各自的生活與發展。

聖傑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讓原本的規劃受到干擾，不過仍有順利的進

入新的校園，也期待聖傑能夠多加拓展人際以及表達自己的想法，會有

更多不同的收穫的。 

12. 馬文聖 樹林區 

文聖父親獨力扶養三名子女，文聖哥哥目前就讀高職三年級，即將面臨

升學的挑戰；文聖現就讀高職資訊科二年級，正在學習程式語言，因其

邏輯能力不錯，學習程式語言仍有餘裕。父親目前於鐵工廠工作，但受

到疫情影響工作量減少，家庭經濟也受到影響。 

 

2021-2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1 月 11 日(星期四)10:00 報到、10:30 開球攝影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市龍潭區悅華路 100 號) 

報名費：每位 500 元 

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 

擊球費用：每位 2,650 元。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三日 

第 1795 次例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臺灣福昌集團 

總經理 楊杰先生 

(宜蘭扶輪社 P.P.Jack) 

講      題：台灣豬之育種 

 

下週節目 

十月三十日 

第 1796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吳得利前社長夫人(54.10.25)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6 日 第 179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avie、Decor、Frank、Jason、Jimmy、

Kay、Oki、Stone、Taylor、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6 日 第 179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34,600 

Al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Otoko 2,000 

Dental 1,000 Polo 1,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First 7,000 Shige 1,000 

George 1,000 Sky 1,000 

James 3,000 Smile 2,000 

Jey 1,000 Stock 4,000 

Kenny 4,000 Tea 2,000 

Land 2,000 Tiger 1,000 

Leo 1,000 Trading 2,000 

Life 1,000 Will 4,000 

Lobo 1,200 陳奇銘 3,000 

小計：    $50,200 總計：      $484,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09,400 
First 7,700 Life 7,700 
Hero 7,700 Lobo 7,700 
James 7,700 Roberta 7,700 
Kenny 7,700 Will 10,200 
Land 7,700   
小計：     $71,800 總計：      $481,200 

 

社區服務-特奧籃球推廣 
時間：8月 31 日(星期二)10:00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體育館 
 
 
 
 
 
 
 
 
 
 
 
 

由社區主委 P.P.Otoko 代表本社頒發 

經費⼀萬元予特奧籃球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