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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志誠 社友 (53.01.30)A Cheng
楊東卿 前社長 (36.01.30)P.P.Torque
曹永央 社友夫人 (01.28)Schooling夫人
黃　檉 社友夫人 (02.03)Tech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紹榮 前社長 (64.02.02)I.P.P.Alex ♥
賴麗雲 女士 (結婚四十一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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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捐款
高建順 社友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伍仟元
洪豐民 社友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壹萬元

社區服務 ~
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會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104年 1月 14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王經祿 社長　　　 紀錄：陳主義 秘書
出席： 王經祿、黃永昌、陳福源、劉紹榮、

薛銘鴻、張瑞仁、楊東卿、林當隆、

蕭錦聰、陳主義、賴宏榮、江能裕、

張立昇、邱冠舜

列席：楊明炎

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原訂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五三次例會，適逢春節連假，

休會乙次，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原訂二月二十五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五五五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

社春節團拜暨女賓夕，變更例會時

間於二月二十一 (星期日 )於板橋吉
立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有關林澤祥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
討論。

決　議：強力慰留。

小胖們感謝各位社友的幫忙

黃所長簡介小胖威利

社長代表捐贈款項予李秘書長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50次例會
（1月 21日）

專題演講摘錄 -
碩士這條路：思考、實踐、改變

2014-2015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學生 
陳伶嘉 同學

自我介紹

姓名：陳伶嘉 (Gina)
學校：臺北市立 (教育 )大學 
系所：英語教學所 三年級 
專長：英語教學

現職： 兼任英語老師
新北市三民高中 (國中部 )、
格蘭美語、國小家教

學經歷

汽配公司
國外業務，

臺北市立
大學
研究所，

醒吾技術
學院
五專

致理技術
學院
二技

燈飾公司
業務助理，


國外業務，


研究所，
至今

加入板橋扶青團淵源
致理
技術學院

大學
四年級

小太陽小太陽小太陽小太陽
弱勢家庭弱勢家庭弱勢家庭弱勢家庭

英語補救英語補救英語補救英語補救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燈飾公司、
隔週休


汽配公司

正式
加入板橋
扶青團

板橋扶青團職務


副社區


副社區


團刊


團刊


社區主委

社區主委

碩士這條路

工作  賺錢工作  賺錢

讀書  夢想

碩士論文研究方向

文本分析文本分析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繪本繪本繪本繪本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繪本繪本繪本繪本
英語教學
之應用

英語教學
之應用

推廣閱讀推廣閱讀

翻譯著作翻譯著作

作者簡介

艾蜜莉葛拉菲特

(Emily Gravett)
英國新銳兒童繪本作家 
閱讀年齡層：4-8歲 
繪畫風格： 色鉛筆、水彩、

拼貼

研究動機

新銳作家，
出道年

已有本
著作出道年 著作

個人風格
強烈

獲獎無數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研究動機

二次「英國格林威大獎」得獎者

Wolves (2005), Little Mouse's Big Book of 
Fears (2008) 
三度提名「英國格林威大獎」 
Orange Pear Apple Bear (2007), Monkey 
and Me (2008), The Odd Egg (2009), Spells 
(2009) 

研究目的

中文譯本


中文譯本
僅只本，

翻譯其他
著作

僅只本，
翻譯其他

著作

兒童閱讀
興趣和動
機之提升

兒童閱讀
興趣和動
機之提升

教師用於

英語教學

之輔助

教師用於

英語教學

之輔助

兒童英語
學習興趣
之提高

兒童英語
學習興趣
之提高

艾蜜莉葛拉菲特

繪本特色

艾蜜莉葛拉菲特

繪本特色

艾蜜莉葛拉菲特

繪本題材

動物韻律
故事

童話
改寫

韻律
歌謠

童話改寫

韻律歌謠

動物主角

碩士對我而言

金色的樹林裡有兩條路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著兩條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那天早晨兩條路都鋪滿落葉，

落葉上都沒有被踩踏的痕跡。

唉，我把第一條路留給未來！

未走之路 
羅伯特‧弗羅斯特 

極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然後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條路，

這條路也許更值得我嚮往，

因為它荒草叢生，人跡罕至；

不過說到其冷清與荒涼，

兩條路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我知道人世間阡陌縱橫，

我不知未來能否再回到那裡。

我將會一邊嘆息一邊敘說，

在某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後；

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

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

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總結

思考

思考


實踐

實踐


改變

改變



沒試一定不會變，試了不一定會變，怎就知道不會變，知瞭就是要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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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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次例會 1/21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30名
出席人數：33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8名　出　席　率：8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 le ,  Banker,Duke ,  Food ,Go l f , 
Jacky,Jet,Jia-Pin Joe, Money, Pipe, 
Service, Sticker, Steven, Tea, Tech,
Trust,Wireless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伶嘉 同學 2014-2015年度中華扶輪
獎學金得獎學生

本  社

CP Linda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  社
楊婉楹 資深理
財襄理

台中商業銀行 本  社

李達瓏 秘書長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黃欽德 
小作所所長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邱靜芬 
協會人員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陳嘉燕 
協會人員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張慧文 
協會人員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林子皓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劉藍璟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劉文斌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賴宏鈞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李亭薇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李彥璋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小胖 李建夫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04,843
Glue 第三期 6,250
Michael 第三期 4,250
Jimmy 第三期 4,250
Base 第二期 4,250
Base 第三期 4,250
Shi-Lo 第三期 4,250
Charles 第三期 4,250
Trust 第三期 4,250
Franklin 第三期 4,250
A Cheng 第二期 4,250
A Cheng 第三期 4,250

Ocean 第三期 4,250
合計 53,000
累計 857,843

一般捐款

Lawyer 歡迎 Gina團員蒞會演講 1,000
A Cheng 結婚二十五週年 1,000
Care 歡喜 Tiger代理糾察 1,000
Tiger 代理糾察 1,000
合  計 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主講人精彩演講 
2.謝謝大家踴躍出席例會 2,000

Kevin 1/23生日快樂 1,000
Jacky 1/21夫人生日快樂 1,000
Frank 1/27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552 次例會
105 年 02 月 04 日

●  主講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余憲政 副主任

●  講題：台灣的太空夢
●  節目介紹人：簡哲雄 前社長

節 目 預 告　第 2553 次例會
105 年 02 月 11 日

●  原訂 2月 11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2553
次例會，適逢春節連假，休會乙次。

本 週 節 目　第 2551 次例會
105 年 01 月 28 日

●  社務會議

社區服務 ~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 105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0:00
地點： 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90號 )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Truck 祕書、

Green、Max、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