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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 月 22 日  第 1808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臺灣海洋大學教授/陽明海運 

公司董事陳志立先生、來賓蕭裕勳先生蒞 

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歡 

唱自選曲「大家攏嘛好作伙」、「台北今 

夜冷清清」。 

祝福壽星 P.P.Shige 夫人、P.P.Land 夫 

人、Davie 夫人、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D.G.Trading、P.P.George、 

P.P.King，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感謝 P.P.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春

聯、小英總統 1元福袋。 

(2). 感謝 P.P.OKI 致贈全體社友鄉春食

品小甜點。 

(3). 例會結束後召開一月份臨時理事

會，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

議。 

(4). 1 月 29 日第 1809 次例會，適逢春

節假期，休會乙次。 

(5). 2 月 5 日第 1810 次例會，適逢春節

假期，休會乙次。 

(6).  2 月 12 日第 1811 次例會，延至 2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慶祝春節

晚會暨爐邊會」。 

*屆時敬邀社友伉儷撥冗出席，也

邀請各位 P.P.、社友贊助摸彩品。 

(7).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

線、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 

(8).  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謹訂於 3

月 6日(星期日)上午 7:10 假新北

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舉行。 

(9).  地區總監高爾夫球賽謹訂於 3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假台北高

爾夫球場舉行，敬請社友寶眷踴躍

登記報名參加，報名費每位 500

元。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張正鳴 P.P.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志立 先生  

出生：1959 年 03 月 31 日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學 

博士  

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所主任、  

考試院公務人員高考暨普考或特考 

等典試委員、科技部、交通部或考 

選部等機關之研究計畫主持人  

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所教授、  

陽明海運公司董事(國發基金代表) 

榮譽：中華海運研究學會最佳論文獎(98 

年與 100 年)、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97 學年和 105 

學年)、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級優 

良導師(94 學年) 

一位航海學者的產業之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所教授 

陽明海運公司董事 陳志立先生 

知識學習 

內化學習過程 Redefine  



 

 

知識系統的特性：天下唯一不變的本質就是變。 

學習三重點：問題、方法、結果。  

問題：知識+現象     

方法：知識+學理   

結果：觀察+學理 

海事產業 

船公司這二年賺大錢，法人估貨櫃三雄 2021

年總獲利上看 5,000 億元，陽明海運審慎樂觀

看待 2022 年海運市場，看起來與 2021 年一樣

很 OK，但持續面臨疫情、塞港、天候等三大挑

戰，2022 航運業頭號敵人就是「塞港」，供應

鏈中斷危機升高，2021 年 12 月全球運力已大

減約三～四成，缺船缺櫃問題短期難解。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陳教授，感謝其

精彩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

紅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一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2:30 

二、地點：勝輝都匯中心 

三、主席：徐明偉 

四、記錄：許家榮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賴建男、吳得利、李榮鏗 

劉炳華、黃健豪、蕭慶安、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有關辦公室、例會地點搬遷投票結果。請討論。 

決  議：(1)共收回 38 張投票單。 

同意 A方案-搬遷至勝輝都匯中心 34 票。 

同意 B方案-留在四川路原址 1票。 

癈票 3票。 

        (2)2 月 15 前搬遷至勝輝都匯中心，搬遷相關費用由歷屆結餘支出。 

社區服務-送幸福年菜助弱勢家庭 
時間：1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地點：新北市家扶中心(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 214 號) 

 

 

 

 

 

 

 

 

社長 Benson、社區主委 Otoko 代表本社捐贈幸福年菜，由家扶中心主委邱慶宗先生代表 

接受並回贈感謝狀予本社 



 本週節目 

二月十二日 

第 1811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13 日(星期日)17:30 

地點：銀鳳樓餐廳 

爐主：游伯湖、林忠慶、張宏陸、莊金盤 

洪敏捷、楊耀程、鄭德文、周正義 

王文霖、郭俊麟、張茂樹、黃俊哲 

許家榮 

 

下週節目 

二月十九日 

第 18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臺安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教研副院長 陳欣宏先生 

講      題：「男」言之隱---認識攝護腺 

疾病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2 日  第 180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Barcode、Bright、Decor、

Kay、Kenny、Leo、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2 日   第 180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04,300 

Archi 4,000 Land 2,000 

Benson 3,500 Mars 1,000 

Cathay 1,500 Polo 3,000 

Coach 1,000 Roberta 1,000 

Davie 2,000 Shige 2,000 

Dental 1,000 Smile 2,000 

First 1,000 Stock 3,000 

Fuku 6,000 Tea 2,000 

George 8,100 Tiger 1,000 

James 1,000 Will 1,000 

Jason 1,000 Wood 2,000 

Jimmy 2,000   

小計：    $52,100 總計：      $856,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92,600 

Archi 7,700 Kenny 7,700 

ENT 10,200 Stock 10,200 

Fuku 7,700 Trading 7,700 

Jason 7,700 Wood 7,700 

小計：     $66,600 總計：    $1,059,200 

 

3490 地區愛的輪轉 

金曲慈善音樂會 

時間：2月 18 日(星期五) 

18:30 入場、19:00 準時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