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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李明川 前社長 (65.09.25)P.P.Water ♥
莊月淑 女士 (結婚三十九週年紀念日 )
徐文進 社友 (67.09.28)Tea ♥
徐簡素月 女士 (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

∼感謝您∼
感謝 Terry社長贈送全體社友扶輪徽章一只。

指定用途捐款
賴正時前總監 扶輪公益網 貳拾萬元

薛銘鴻前社長 瑞濱國小課後管弦樂團 
參萬元

板橋社 新竹科園社聯合例會暨
中秋女賓夕一日遊

時間： 104年10月4日(星期日)
下午4：30 註冊 5：00 開會

地點： 統一馬武督渡假村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 4鄰 34號）

當天行程：

上午  08:4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08:5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馥華飯店
 10:00 職業參訪∼床的世界
 12:00 午餐∼大溪保健植物園

下午  02:00 統一馬武督渡假村探索森林
 05:00 聯合例會

第一次讀書會
時間： 104年 10月 8日 (星期四 )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研讀書籍：3分鐘讀懂霍金
~歡迎社友參加 ~

例會花絮 2532次例會
（9月 17日）

專題演講摘錄 -
一個乖小孩的告白

英普睿思科技有限公司 周肇興 營運總監

平常大家都很忙，其實跟自己的孩子也許

他還在唸大學或者出社會了，很久沒有跟他聊

一聊天了，可以問問他，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事

情沒有說出口，是不是要跟我告白一下。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1984 年出
生，今年 30歲，孔子說三十而立，差不多
就是這個樣子，我父親是高雄人，在我出生

之前沒多久在長榮服務，後來因公司內部的

問題因而失業，失業後也失婚了，所以我在

童年狀況不是很好，後來父親再娶，我和母

親的感情很好，所以父親因之前的失業就出

來創業，跟我現在做的非常像，小時候家境

比較不好，當時唸的是大安國中，學校流

氓很多，道上的弟兄很喜歡到學校吸收一些

家庭不美滿或是中輟的學生，我那時就跟我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媽說，我看老爸生意這麼難做，我不要讀書

了，去做流氓，早點賺錢，我媽就說，我看

你瘦瘦小小的，看起來也不是特別的孔武有

力，應該不太適合做這一行，後來我也就打

消了這個唸頭。

後來因父親的希望而專心讀書，考上建

中，自己覺得意氣風發也滿足家中的期待，

未來一片光明，接著進入台北榮總骨科，但

在 2014年時發生了一些事情，因而想法有
一些轉變，在去年創立了這間公司，桌遊愛

樂事。

到底是為了什麼，其實一開始說，人生

到這個世界上是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父母親

是誰，雖然說過程很辛苦，但還是覺得就算

了，一路上的追求也是按照社會的期待，

大家覺得什麼比較好我們就去什麼，可是

2014年時就是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社會變的很混亂，想起 2013年在照顧的一
個病人，是個大老闆，50歲時發現肝臟有了
腫瘤，也在最後我說了一句話「如果想要做

任何事就去做，不要順著別人的話語生活，

不要別人跟你說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句

話燃起了我一點希望，因為當時在醫院做住

院醫師，一直有在思考一件事情，我父親當

時跟我說現在房價很高，如果要買一間房

子，頭期款沒關係我幫你出，但後面的貸款

你自己付，我就想起父親 30歲生我時有自
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車，也把自己的媽媽接

來自己照顧，當時他只有高中畢業就去當船

員，30歲就有這種成就，我都讀到醫生了，
現在要買房子居然要父親幫我出頭期款，那

時覺得很丟臉，就在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情，我應該要怎麼樣子可以去突破這個狀

況，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時在醫院覺得，每個時代都是一樣的，都

會有很多的問題。

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一直告訴我，你

就是把書讀好就可以了，你就好好照著老

師、父母跟你說的話去做就好了，但是在

醫院常常碰到問題時沒有人會告訴你如何去

解決，都是要靠自己去學習，那我們在學

校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 我也在創業

的這一、兩年和全世界的年輕人，他們普遍

都 20-30 歲的年輕人，全部都面對了同的
問題，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在幹麻，做了一

份工作，這份工作不適，他可能自己也很想

做，所以我們就在想，到底該怎麼辦 ? 這
時候有個腸胃科的李老師問了我一句話，你

為何想醫師，不外乎就是醫生薪水不錯，工

作穩定，這是外在動機，那內在動機呢，內

在動機就想起父親跟我講說當醫生幫助別人

可以積陰德，這時李醫師說了一個故事給我

聽，在美國就讀西點軍校學雜費全免，從軍

結束後還會讓退役的軍人去民間公司上班，

所以西點軍校在民間企業人脈很廣，在美國

軍方是以科技武器為主，這時問大家一個小

問題，您覺得在五角大廈和西點軍校統計

裡，單純具備內在動機的人他以後比較容易

在五角大廈任職至將軍職以上，也就是比較

有出息還是他是既具備內在動機也具備了外

在動機 ? 結果是，如果你同時具備內在動
機和外在動機的人在職場生涯一開始會達到

一定的水準，可是當遇到很大的困難和瓶頸

時，你很難去突破瓶頸，所以通常做到校級

（少校、上校）就會停止，可是單純具備內

在動機一開始可能會比較辛苦，但如果他到

後面一直成功的撐下去，一直往上之後，如

遇到瓶頸也會很快的就突破過去。

那桌遊是什麼 ?大家應該都有玩過大富
翁，我們就是在設計大富翁，設計一個新的

玩法給大家玩。例如：有一個小孩很討厭英

語，我們就把英語的背單字做成一個遊戲，

小孩子玩遊戲一定想要贏，為了要贏這個

遊戲他一定要背起來，小孩子很神奇，他就

會為了要贏而去學習，透過教育跟遊戲的結

合，是比較有意思的，既滿足遊戲的創造也

達到教育的目地。桌上遊戲現在有很多人在

玩，但是地點都是處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台

北現在的房價是很高的，這些店是這一兩年

才興起，沒有辦法在大馬路上開一間店，所

以大家開車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們也是介紹

大家可以去哪裡玩，並找到你的同好。為什

麼我們要這做，因為很簡單，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陪伴家人。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 函知「2015-16年度跨地區聯合例會 &慈善音樂會 &愛心義賣園遊會」辦法暨應配合事

項，請查照。

說明：

一、 今年本地區與 3480地區、3520地區將擴大聯合舉辦扶輪日活動，以三合一【慈善音樂會
&愛心園遊會 &聯合例會】之方式呈現，除大型聯合例會之外，將結合藝術與慈善推廣公
益，並邀請到「台北愛樂管絃樂團」，搭配傳統掌中戲於國家音樂廳場內場外演出，另有

戶外義賣園遊會。本次活動基於慈善推動，總體收益扣除製作成本後將回饋於公益活動用

途。歡迎全體社員及家庭寶 (尊 )眷踴躍參加。
二、 敬請各社調整該週例會於 2015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參加跨地區聯合例會，並請於該

日 11:00之前至現場報到，另準備社的大型活動旗一面 (進場儀式使用 )及扶輪鐘至會場
於聯合例會時由社長統一敲鐘。聯合例會之服裝要求：AG、DVS及社長須著正式服裝，
其社員依樸素輕便為原則。

三、 跨地區聯合例會 &慈善音樂會 &愛心義賣園遊會時間、地點，如下：
1.時間：2015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 上午 10:30~下午 18:00
2.地點：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及國家音樂廳。
3.參加對象：扶輪社友及家庭寶 (尊 )眷。

四、 此次慈善音樂票券地區分配票券總數402張，請盡快認購以免向隅，票價如下：
1.A票區(VIP區)：3000元(6張票)
   B票區：1500元(98張票)
   C票區：1000元(298張票)
2.  即日起開始認購慈善音樂票請於9月30日前向第八分區劉雲玉A.G. Judy-Liu登記認購及
匯款事宜：Tel:02-2988-8935；E-Mail: chian.shi@msa.hinet.net；匯款資料隨後補上

五、 義賣園遊會現場只接受愛心園遊券，不接受現金方式交易，故鼓勵各社認購愛心園遊
券。園遊券每本 300元（等值使用新台幣 300元），期請各社依社員數 80%以上認購園
遊券。請於 9月 30日前向第五分區歐輝煌 A.G.O-Smiel登記認購及匯款事宜：Tel：02-
2975-0097；E-mail:rcsan.cen@msa.hinet.net ;匯款資料隨後補上。

六、 義賣園遊會以戶外攤位方式舉行，各分區原則至少認購二個攤位。
1.地區有 28個一般攤位，2個公益攤位
2.規格：每帳棚大小為 3m X 3m
3.  招商內容： 食品飲料（不可用明火並盡量避免油湯類食物）、消費性商品、文化娛樂、

宣傳推廣

4.  (1)贊助認購：每攤位 2萬元。
 (2)公益單位：免費，只收取當日收入之 20%做為公益捐款。
※捐款認購攤位請於 9月 30日前向第二分區王月勤 P.P.Rosa登記認購
　 Tel：02-2965-5999；E-mail:rotary55@ms71.hinet.net
※匯款請於 9月 30日前完成向第四分區陳玉愛 P.P. Helen匯款資料隨後補上
　 Tel：02-2675-1148；E-mail:rotary.sulin@msa.hinet.net

七、謹此函知，祈請各社及全體社員踴躍參與。

總監來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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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 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 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 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32次例會 9/17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16名
出席人數：49名　免 計 出 席：10名
缺席人數：15名　出　席　率：83%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 Art, Banker, Brain, Frank, 
Food, Hitachi, Infinity, Park, Seven, Skin, 
Tech, Wireless, Wine,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周肇興 
營運總監

英普睿思科技有限公司 本  社

Scott社長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C.P.Ali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P.Joh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I.P.P.Ming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Leo秘書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Stanley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Die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Etha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游金宗經理
日本電產精密 (香港 )
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66,000
Kai 第一期 4,250
Service 第一期 4,250
Judge 第一期 1,417
Steven 第一期 4,250
Wine 第一期 4,250
合計 18,417
累計 284,417

一般捐款 
Victor 歡迎群英社來訪 2,000

Syo-Tei 1.歡迎群英社來訪  
2.歡迎主講先生蒞臨演講 2,000

Archi 歡迎群英社Scott社長帶團回娘家 2,000
Gyne 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歡迎群英社來訪 1,000

Lucky 1.歡迎群英社來訪  
2.歡迎主講先生蒞臨演講 2,000

Kevin 感謝秋季旅遊板橋社對 Kevin
妻小的照顧

1,000

Johnny 代理糾察 1,000
Care 代理出席 1,000
板橋群英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6,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歡迎群英社來訪  
2.謝謝大家熱烈出席 
3.買時間

3,000

James 歡迎群英社 Scott社長帶團來訪 1,000

Family 1.第一次當節目介紹人 
2. 9/19夫人生日快樂 3,000

Frank 9/21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8,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33 次例會
104 年 09 月 24 日

●  社務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34 次例會
104 年 10 月 01 日

●  主講人： 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
呂慶龍 秘書長

●  講題： 平常心看台灣
－從分享外交專業經驗談起

●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  樹林社來訪

第 2539 次例會
職業參訪 - 國家太空中心

時間： 104年 11月 5日 (星期四 )
中午 12：30 社館用餐
下午 01：00 扶輪社搭車前往職業參訪
下午 02：30  到達國家太空中心 (新竹市

 科學園區展業一路九號八樓 )
下午 05：00 響悅花園館享用晚餐

板橋群英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 2015.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