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25 日  第 1804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祝福壽星 Barcode、P.Benson、S.Will、 

P.P.Master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ames、Mars、Kay，結婚週年 

快樂! 

歡唱自選曲「一支小雨傘」、「你是我的

兄弟」。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1 月 1 日，第 1805 次例會，適逢元

旦假期，休會乙次。 

(2). 1 月 8 日，第 1806 次例會，邀請台

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總監 劉

佩真小姐蒞臨演講，例會地點假勝

輝建設都匯中心舉行，屆時敬請全

體社友撥冗出席例會。 

*屆時社友 JEY 也有準備春聯、平安

米、紅包袋致贈全體社友。 

(3). 職業服務-參觀樂購蝦皮公司、昇恆

昌內湖旗艦店，謹訂於 1月 6日(星

期四)舉行，目前報名人數共 77 位，

請參加人員務必向余 s 索取填寫健

康聲明書以利回覆給參觀單位。 

*巴士，第一站：早上 9:00 四川路

扶輪社。 

第二站：早上 9:20 板橋火車站北二

門。 

*當天社內沒有準備早餐，蝦皮公司

會準備熱飲、點心招待。 

(4). 台北愛樂種子計畫-布萊梅樂隊說

故事音樂會，謹訂於 1 月 16 日(星

期日)下午 2:30 假新北市藝文中心

演藝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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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主持社務討論

會，社館是否搬遷乙事，經與會社友充份

表達後，將提供社友四川路與中山路兩

地利弊比較表。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先離席，由社友

陳世君 Jey 代理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375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三)14:0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從 2006 年開始，我們集結了各地的善心人士，開始幫助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夢想實現，今

年堂堂邁入第 16 個年頭，我們努力帶動投入關懷弱勢家庭的理念，一直幫助學生圓夢，今年

全校有 375 位學生，每位學生都可在長串的禮物清單中選擇自己或家庭最想要的禮物，讓學

生感受到愛與接納，看著孩子的臉上充滿喜悅與滿足的表情，我們期許自己年年要帶著禮物

來和這群慢飛天使們一同歡渡聖誕佳節! 

此外，感謝前社長汪正輝 P.P.Oki 鄉春食品公司提供糖果、餅乾，讓我們這群聖誕老公公、

老婆婆可以快樂分享這些零食給學生們。 

 

 

 

 

 

 

 

 

 

 

 

 

 

 

 

 

 

 

 

 

 

 

 

 

 

社友寶眷與學生合影留念 



全球獎助金-台馬青創烘焙計畫線上簽約儀式 

時間：12 月 29 日(星期三)11:00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誠樸樓 9樓校史室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馬來西亞最早在 1951 年已經開始第一批學子到台灣留學，台馬教育 70 年，淵源深厚。台灣 

板橋東區扶輪社和馬來西亞亞庇文華扶輪社，計劃在馬來西亞建國中學的烘焙餐飲設備上給

予支援，是台灣與馬來西亞教育合作與國際扶輪社的另一個創舉。 

社長徐明偉表示，期待首次透過國際扶輪的資源挹注，真切將資源落實在當地需要的青少年 

身上，這樣的創舉，相信未來在實務教學與技術創業的本質上作出拋磚引玉的效果，也能為 

台馬華人教育之間吸引更多關注、關懷與重視。 

此次計畫的促成者，沙巴留台同學會總會長彭道章表示，2020 年沙巴的失業率，高居馬來西

亞全國第—，沙巴的基本薪資為馬幣 1,200 元，折合新台幣約 8,000 元，偏低的薪資讓青少

年被迫離開尋求創業出路，但是創業需要專業技能與培訓。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黎明技術

學院、亞庇文華扶輪社、亞庇建國中學董事會的共同促成、合作。 

亞庇建國中學董事長拿督葉參局紳指出，馬來西亞華人的傳統教育思維是讓孩子接受學校正 

規教育。但如果孩子要當廚師或烘焙師，傳統而言，學生只有到餐廳或麵包店，從學徒開始 

，沒有一個系统化的培訓課程，最後是否能夠成功，沒有一個人敢於保證。在馬來西亞，有

不少的華裔子弟，跟不上中學的課程而輟學，看不到任何學習的效果，有者更浪費三年的高

中學習時間，身無技能，前途茫茫，看了令人心痛。這個計畫對學校而言是及時雨，有扶輪

社願意支助設備器材，台灣黎明技術學院也願意在烘焙餐飲課程給予技術上的支援，我們建

國中學董事會非常清楚，要開辦烘焙餐飲課程，困難重重。除了課程以及昂貴的設備，我們

也要面對固定師資的困擾。然而我們有信心，在大家的努力與支援，我們必定會—一化解。

教育就是以服務改善人生的事業，所以我們會勇往直前。也特別感謝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前總監郭道明以板橋東區扶輪社名義捐贈 10 台抗氧化生命能量水生成器予亞庇建國中學。 

 

 

 

 

 

 

 

 

 

 

 

 

 

 

 

 

 

 

  社長 Benson 與黎明技術學院董事長夫人曾雯卿 

代表出示計畫合約書 



 本週節目 

一月八日 

第 180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斯靖 Barcode 

主講者：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總監 劉佩真小姐  

講  題：2022 年整體產業景氣剖析與展望 

地  點：勝輝建設都匯中心 

程  序：12:30 R 樓餐廳-用餐 

13:00 14 樓會議室-例會開始 

14:00 例會結束 
 

下週節目 

一月十五日 

第 180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孟賜 Bright 

主講者：導演 陳家慶先生  

講  題：旅⾏的意義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5 日 第 180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Bright、

Coach、Decor、Kay、Kenny、Land、
Leo、Otoko、Oki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61.01.10) 

許國騰社友夫人(54.01.08) 

林振哲前社長夫人(55.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28.01.09) 

劉孟賜社友夫人(65.01.12) 

黃俊哲社友夫人(81.01.1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長當選人(76.01.11)35 年 

劉孟賜社友(87.01.11)24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5 日 第 180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22,000 
Benson 3,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Mars 2,000 
Davie 2,000 Master 2,000 
Dental 2,000 Polo 1,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George 1,000 Shige 1,000 
Hero 1,000 Sky 1,000 
Jack 1,000 Smile 2,000 
James 5,300 Stock 5,000 
Jey 1,000 Tetsu 3,000 
Junior 1,000 Tiger 1,000 
Justice 1,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 Wood 3,000 
小計：    $46,300 總計：      $768,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5,500 

Eric 10,200 Tetsu 7,700 

小計：     $17,900 總計：      $803,400 

訃 

地區總監 黃文龍(D.G.Wood)尊翁 黃明松老先生慟於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9日(星期三) 
午時壽終正寢，享年 93歲，惡耗傳來, 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時間、地點】 
*時間：1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9時公祭 
*地點：土城區土城工業區中山路 10號(展田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