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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羅國志 社友(70.11.09)Wine 
王經祿 前社⻑(43.11.11)P.P.Terry 
孔繁文 社友(53.11.14)Johnny 
黃永昌 前社⻑(42.11.17)I.P.P.Bank 
曾文淵 社友(34.11.21)Smile 
徐維志 社友(48.11.22)Infinity 
高智堅 社友(52.11.22)James Kao 
洪國恒 社友(62.11.22)Nick 
林當隆 前社⻑夫⼈(11.10)P.P.Book 夫人 
鄭俊彥 社友夫人(11.12)Art 夫人 
黃永昌 前社⻑夫⼈(11.13)I.P.P.Bank 夫人 
莊志翔 社友夫人(11.20)Duk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詹智⺠ 社友(104.11.11)Service ♥ 
鍾如盈 女士(結婚三週年紀念日) 
汪忠平 社友(90.11.11)Charles ♥ 
呂家華 女士(結婚十六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金婚紀念 
陳文龍前社⻑ P.P.Ocean 與夫人黃素英女士 
於 11 月 11 日歡度結婚五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第二分區植樹活動 
時間：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 上午 10：30 

地點：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 510巷內農地 

參加人員：Gas社長、Park祕書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時間：107年 11月 12日(星期日) 上午 8：00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399巷 57弄 20號) 

�當天請穿著社長 Gas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 

�原訂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45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小
辦理課後管樂社團計畫 

時間：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地點：瑞濱國小(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 34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P.Lukcy、P.P.Lawyer、 

Wireless社長當選人、A Cheng、 

Genial、Green、Nick、Stone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劉紹榮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讀書會花絮次讀書會花絮次讀書會花絮次讀書會花絮 

時間：106年 10月 26日 地點：六社會議室 

研讀書籍：能源與氣候的迷思－2兆元的 

政策失誤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中華扶輪基金會中華扶輪基金會中華扶輪基金會中華扶輪基金會 42424242 週週週週

年成果報告年成果報告年成果報告年成果報告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生 劉瑞林 北區輔導主委 

創立經過及沿革創立經過及沿革創立經過及沿革創立經過及沿革 

一九七四－七五年度，台灣地區扶輪社為慶

祝國際扶輪第一個扶輪社－芝加哥扶輪社成立七

十週年紀念，而設置「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為

台灣扶輪共同的社會志業。 

旋由全體前總監及國內資深社友為籌備委

員，積極展開勸募基金的工作。一九七七(民國六

十六)年一月廿八日獲得教育部批准成立，依捐助

章程遴選六名社友為第一屆董監事，張長昌前總

監為董事長，並於同年三月二日完成地方法院辦

理財團法人之登記。 

成立後資金之來源全賴台灣全體社友之捐款

及其孳息所得。此時以幫助清寒優秀青年出國深

造及獎勵僑生來台留學為工作目標。 

一九八五(七四)年十月，第三屆董事長由廖

泉生前總監接任，由於實際需要，董監事人數增

至十二人，第五、六屆再增至二十名。自從廖泉

生前總監接任後，為期望獎助學生能夠根留台

灣，投入建設國家行列，積極以栽培本地優秀青

年為工作目標，大力獎助國內碩士班及博士班在

學優秀青年獎學金，為國育才。 

此一目標的確立和實施，獲得全體社友的認

同和肯定，使得捐助更趨踴躍，基金會也愈加蓬

勃發展，奠定本會深厚的根基。 

一九九八年四月，本基金會董監事改選，由

林士珍前總監接任第七、八屆董事長，董監事人

數續增至廿八名。自從第七屆起，為加強本基金

會陣容，台灣各地區當年度的總監及總監當選人

均聘任為本會董事會之董事，以期更進一步直接

與台灣七個扶輪地區結合在一起。 

又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和瞭解，而於本會第

八屆第四次董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透過國際扶

輪基金會，獎助國外青年來台留學，頒發「台灣

扶輪大使獎學金」，以具體行動邁向國際服務，展

現台灣扶輪之熱情。 

二○○二年七月，本基金會董監事會再改

選，由賴崇賢前總監接任第九屆董事長，並續任

第十屆董事長。秉持扶輪精神，務實服務的理想，

持續凝聚全台扶輪社員的力量。任內，擴展服務

的機會，積極加強本會與台灣各地區扶輪社聯合

服務，建立本會成為台灣扶輪的服務中心，為本

會永續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石。 

二○○六年七月，本基金會董監事會續改

選，由賴正成前總監接任第十一屆董事長，並續

任第十二屆董事長。賡續扶輪教育服務的使命，

為發揮歷年受獎學生組織之力量，任內，設立「受

獎學生委員會」，加強歷年受獎學生與扶輪之互

動，啟迪服務思維，將扶輪服務之精神播撒在這

一群台灣未來年青人的心中。 

二○一○年七月，本會進入第十三屆，由國

際扶輪 3470地區黃慶淵前總監(P.D.G.Kent)接任，

並續任第十四屆(2012-2014)董事長。任內四年，

本會年平均捐款金額突破 4,000 萬元，獎助國內

碩博士班研究生 672 名，成績斐然，榮獲主管機

關教育部之肯定。 

此外，為鼓勵國內在「教育、文化、研究及 



 

 

發明」等領域出類拔萃者，自 2013-14 年度開辦

「台灣扶輪公益獎」，這項獎項不只是台灣扶輪對

國內卓越學術奉獻者之肯定，也是我們宏揚扶輪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二○一四年七月，本基金會董監事會改選，

由國際扶輪 3490地區郭道明前總監(P.D.G.Trading)

接任第十五屆董事長，並續任現任第十六屆董事

長。 

依據本基金會宗旨，持續致力於結合扶輪力

量，籌募教育基金。頒發國內碩士班、博士班在

學優秀青年獎學金，為國育才。及頒發「台灣扶

輪大使獎學金」，鼓勵國外青年來台留學，促進國

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頒發「台灣扶輪公益獎」，與

獎勵「特殊人才」，以表達扶輪對一切有益於社會

之各種事業及專業傑出人士之尊重，並在職業方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行程：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宿：武陵富野渡假村入住 

早上 6：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大同˙南山】、【福壽山農場(天池/達觀亭/小瑞

士美景/蘋果王】、【高山音樂會/夜觀星象/武陵富

野 SPA水療…】 

早餐：MOS早餐  午餐：福壽山農場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武陵農場桃山瀑布或場本部巡禮】、 

【果園採蘋果】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富野火鍋 

晚餐：度小月餐廳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面鼓勵崇高的道德水準等，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

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四十一年來，總計自 1974-75年度至 2016-17

年度為止，經由本會獎助的國內外優秀青年共

4,210名，其中包括早期獎助的 208名、國內碩、

博士研究生 3,967 名，台灣扶輪大使獎學生 27

名，特殊人才 3名，及台灣扶輪公益獎 5名。 

此外，並持續不斷收藏扶輪圖書資料，典藏

台灣扶輪歷史，更積極引介國際扶輪重要文獻資

料翻譯及出版，以傳承扶輪智慧。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在衷心感謝全台扶輪社

友無私奉獻，培養新世代的同時，願借扶輪創始

人保羅．哈理斯的一句話來和大家共勉，那就是：

「唯一能證明同胞之愛的方法就是為同胞服務」。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參加柬埔寨 WCS 活動計劃 
訂於⼗⼀⽉⼗四⽇啟程  

今年度世界社區服務於柬埔寨舉行，希望幫

助金邊市和平小學點亮 42 間教室，並提供安全

的飲用水和清潔用水及重建 8間廁所，為全校師

生義診、義檢，鋪設校園步道，以確保兒童行的

安全。 

在 Gas 社長及 P.P.Alex 國際主委積極邀約，

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啟程，預定十一月十八

日(星期六)返國。此次團員有：Gas社長伉儷及千

金伉儷、 P.D.G.Syo-Tei 伉儷、 P.P.Alex 伉儷、

P.P.Diamond伉儷、P.P.Miller伉儷、P.P.Water夫人、

Park祕書、A Cheng社友伉儷、Alan社友伉儷、

Care 社友及公子、Genial 社友伉儷、Green 社友

夫人、Judge社友、Smile社友、Stone社友伉儷、

Tiger社友、來賓張慶林先生、黃清雅先生、張錦

水先生。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3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Art,Boss,Canon,Duke,Frank,Franklin,Max 

Money,Nick,Printer,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劉瑞林 北區輔導 

主委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獎學生 
本 社 

盧安邦 創會會長 新北區獎學生聯誼會 本 社 

烏以欣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受獎學生 
本 社 

烏錦輝 先生 烏以欣 同學父親 本 社 

周麗玲 女士 烏以欣 同學母親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54,250 

CARE 第二期 4,250 

JAMIE 第二期 4,250 

BASE 第二期 6,250 

BOOK 第二期 4,250 

IMPLANT 第一期 4,250 

IMPLANT 第二期 4,250 

JAMES 第二期 4,250 

JOHNNY 第二期 4,250 

PIPE 第一期 4,250 

PIPE 第二期 4,250 

BANKER 第二期 4,250 

JAMES KAO 第一期 4,250 

JAMES KAO 第二期 4,250 

SERVICE 第二期 4,250 

合計  61,500 

累計  515,750 

一般捐款 

Gas 買時間 1,000 

Victor 歡迎主講先生 2,000 

Glue 

歡喜 Michael 副社長、Family

執行長，公益網跳蚤市場報告

很清楚及社友表示支持 

1,000 

Genial 總歡喜 1,000 

Green 總歡喜 1,000 

Pipe 出席率過低，自我糾察 1,000 

合計  7,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Carbon 歡迎 PP Smile 蒞社主講 1,000 

Stone 
謝謝巫以欣及巫爸爸、巫

媽媽的分享 
1,000 

Charles 11/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5,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4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9 日 

●主講人：台中銀証券研究部  

連乾文 副總經理 

●講題：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 

●節目介紹人：賴宏榮 社友 

●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5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16 日 

●原訂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四

五次例會，為舉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聯合登山，變更例會時間於十一月十二日(星

期日)上午 8：00 假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舉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