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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賴宏榮 Stock
社刊主委：吳培聖 Implant

社　　長：黃永昌 Bank　
糾　　察：孔繁文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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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7日　第 50卷　第 25期

眾望所歸

陳福源 (Gas) 社長提名人

榮膺

第 51 屆

2017-2018 年度

社長當選人

阮良雄 (Wireless) 副社長

榮膺

第 52 屆

2018-2019 年度

社長提名人

高票當選
第 51 屆 2017-2018 年度理事名單

陳福源Gas 薛銘鴻Lawyer
阮良雄Wireless 劉紹榮Alex
林傳傑Michael 江能裕Family
黃永昌Bank 邱馳翔Genial
楊東卿Torque 高建順Green
陳國義Base 邱建明Jia-Pin
鄭錦玉Diamond 黃軒凱Park
張煥章Archi 曾文淵Smile
何溪泉Lucky 張泰西Stone
蕭錦聰Glue

敬祝生日快樂
劉祥呈 前總監夫人 (01.07)P.D.G.Syo-Tei夫人
羅浚晅 社友夫人 (01.09)Brain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楊明炎 前社長 (71.01.07)P.P.James ♥
王美齡 女士 (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
林傳傑 社友 (81.01.07)Michael ♥
張佩珊 女士 (結婚二十五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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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 106年1月15日(星期日) 下午2：00
地點：六扶輪社社館

出席人員： Bank社長、Gas社長當選人、
Stock祕書、Park

指定用途捐款
吳明田前社長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饒吳冠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邱建明社友  三峽區大成國小清寒學童 
 課後輔導費 陸萬元

李威毅社友 板橋區板橋國小音樂特教班
 壹萬元

陳錫文社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 貳萬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賀

賀

板橋扶輪社  板橋北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南區扶輪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  板橋中區扶輪社  板橋群英扶輪社  新北光暉扶輪社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例會記要 2599次例會
（12月 29日）

・�十二月份是扶輪的選舉月，本社

也不例外的於今日例會中召開常

年大會，選舉下屆理事。

・�社友們接到選票之後，均謹慎地圈選明年

度的理事人選，紛紛投下神聖的一票，社

友圈選後由 Care 社友唱票、P.P.Lawyer
及 Judge 社 友 監 票、Schooling 社 友 及
Stone社友記票，順利的產生本社第 51屆
(2017~2018年度 )理事。

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6年1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1：30報到 12：00開球
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23鄰39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時間：105年 12月 29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當選人
紀錄：黃軒凱 助理秘書
出席： 陳福源、阮良雄、林傳傑、楊東卿、

陳國義、張煥章、何溪泉、薛銘鴻、

劉紹榮、江能裕、邱馳翔、邱建明、

黃軒凱、曾文淵、張泰西

討論提案
第一案： 請推選陳福源社友為第五十一屆二

○一七 -二○一八年度社長當選人。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請推選第五十二屆二○一八 -二○
一九年度社長提名人，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致推選阮良雄社友為第五十二屆二
○一八 -二○一九年度社長提名人。

第三案： 聘請理事黃軒凱社友與高建順社友，
分別擔任秘書與財務乙職，提請通

過。

決　議：通過。

受文者：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一屆教育基金委
員會全體委員
洪學樑  劉祥呈  林延湯  賴正時 
盧政治  陳文龍  陳國義  何溪泉   
張煥章  劉紹榮  林志郎  商村田   
鄭錦玉  張愿福  黃志光  高建順   
黃永昌  陳福源  阮良雄  賴宏榮   
辜久雄  張瑞仁  林當隆  蕭錦聰   
薛銘鴻  王經祿  羅浚晅  汪忠平   
江能裕  蔡居祥  邱冠舜  黃軒凱

主　旨： 討論第二十一屆教育獎學金申請、
頒獎辦法及獎學金學生名額。

說　明：
一、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十一屆教育獎學
金申請、頒獎辦法是否要修改及決定獎
學金學生名額，會後即發文通知各大學
院校進行受理、推薦

二、 日期： 訂於 106年 1月 19日（星期四）
例會後

三、地點：本社會議室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謝謝！

2017-2018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板橋扶輪社 第二十一屆
2016-17年度教育獎學金 開會通知



板橋扶輪社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申請及頒發辦法
一九九七年三月訂立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訂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

組織章程第十二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獎助對象
　　　　　 就讀新北市板橋區及鄰近地區各中、小

學及各公、私立大學在學優秀學生。

第  三  條　推薦單位
　　　　　 新北市板橋區及鄰近地區之各中、小學

及各公、私立大學，並授權板橋扶輪社

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決定之。

第  四  條　獎助名額
　　　　　 由當屆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提報當屆理

事會決定名額及每位受獎學生獎金數額

與當年度獎學金總額，但不得集中少數

學校之學生。

第  五  條　獎助金額
　　　　　１ 優秀獎學金：每名新台幣 (下同 )貳仟

元至參萬元。

　　　　　２ 社區服務獎學金：領取優秀獎學金者
得申請社區服務獎學金，並分為二

類：

　　　　　①參加板橋青年服務團：每名一萬元。

　　　　　② 參加板橋中山國小清寒學童課後英文
輔導計劃 (下稱小太陽計劃 )：每名一
萬元。

第  六  條　 受獎學生為大學在學學生時，本獎學金
申請條件如左

　　　　　１設籍板橋區滿三年以上者。

　　　　　２成績優良者及具特殊專長者。

　　　　　３未受領他項獎學金者。

　　　　　４非扶輪社員之直系親屬者。

　　　　　５ 身心障礙者、清寒家庭，有具體證明
者優先。(清寒者須檢附新北市政府或
區公所開立之證明 )

第 六 -1條　 受獎學生為中、小學在學學生時，本獎
學金申請條件如左

　　　　　１限新北市地區就讀之中、小學學生。

　　　　　２ 由當屆教育基金委員會指定當年度獎
助學校，並由校方針對清寒且品行良

好之學生做推薦。其申請方式不受本

辦法第七、八、十及十一條之限制。

第  七  條　申請人或推薦單位應檢附左列文件
　　　　　１推薦書　乙份（如附件二）。

　　　　　２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乙份。

　　　　　３ 在學證明文件　乙份（學生證影印本
或在學證明書均可）。

　　　　　４最近一學期成績單　乙份。

　　　　　５ 自傳　乙份（限用 A4紙親筆繕寫，
字數限六百字以內）。

　　　　　６二吋半身相片　乙張（貼於推薦書）。

第  八  條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成績（最低限）學
業八十分以上，品性優良者。

第  九  條　申請期間
　　　　　 本獎學金申請期限為每年二月十五日起

至三月十五日止，逾期不予受理（郵戳

為憑）。

第  十  條　 申請時應檢附的資料文件不完整者，經
本會訂期五天內補正，仍未補正者視為

不合規定，不予審核。

第十一條　 本獎學金之申請，由申請人依第七條規
定，以掛號郵件寄送本社辦事處（未入

選者，申請文件概不退回）。

　　　　　１收件人：板橋扶輪社

　　　　　２ 地　址：22061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十六巷八號十一樓

　　　　　３ 電　話： (02)8966-2246、 
(02)8967-2226

第十二條　本獎學金審核方式如左

　　　　　１ 第一階段由本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根據
申請文件初審。

　　　　　２ 第二階段由本社教育基金委員會組成
評審委員會擇期面談，面談後以無記

名投票決定得獎者。

第 十二 -1條　 申請人為中、小學生者，僅須由就讀
學校提供推薦書，並經本社教育基金

委員會審核即可。

第十三條　 優秀獎學金通知方式暨社區服務獎學金
申請方式

　　　　　１ 得優秀獎學金者本社分別以書面及電
話通知。

　　　　　２ 得獎者如為大學生，得申請社區服務
獎學金，必須於被書面通知得優秀獎

學金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本社提出申請。

　　　　　３ 領取社區服務獎學金須符合左列標
準：

　　　　　① 申請參加板橋青年服務團獎金者，
須三個月內參加板橋青年服務團例

會及相關活動 (小太陽計劃除外 )達 
百分之六十出席率。

　　　　　② 申請參加小太陽計劃獎金者，須至少
參加一學期。

第十四條　頒獎辦法如下：

　　　　　１ 優秀獎學金，於本社當年度授證紀念
典禮（五月六日）頒發及表揚，得獎

者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須親自參加領

取。若未於授証紀念典禮領取，則於

本社例會補發。

　　　　　２ 社區服務獎學金，於本社審核符合領
取標準後，二月份頒發。

第十五條　 得獎者如有意願，可經本社邀請擇期赴
本社做心得或專長報告。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社教育基
金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十三條規定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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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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次例會 12/29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18名
出席人數：57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 4名　出　席　率：9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Food, Joe, Seven, Skin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汪書菲 RYE Inbound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82,500
Canon 第二期 4,250
Diamond 第二期 4,250
Tea 第一期 4,250
Tea 第二期 4,250
Terry 第二期 6,250
合計 23,250
累計 805,750

一般捐款

Bank 1.第 51屆理事選舉圓滿成功 
2.歡喜 2,000

Oral 生日快樂 1,000

Ocean

1.感謝 Bank社長及工作團隊將
歲未慈善音樂會辦得有聲有
色，非常精彩，非常成功。  

2.感謝 PP Archi夫人主持音樂
會，音樂會不但專業而且感
性。

3.生日快樂

3,000

Silk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Gas 總歡喜 3,000
Diamond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Ortho 太座生日快樂 1,000
Steven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udge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Pipe 結婚 21週年快樂 1,000

Care 1.Jimmy第一次代理秀  
2.51屆理事順利選出 2,000

Tiger 1.代理糾察 
2.Jimmy首航代理出席 2,000

合  計 19,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1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ames 1/2生日快樂 1,000

Stock
1.感謝全社社友共同完成一場超
水準的音樂會 

2.恭喜第 51屆理事順利選出
2,000

Jimmy 代理出席 1,000

Stone 1.歡喜 Jimmy代理出席 
2.歡喜 Tiger代理糾察 2,000

Young 1/1夫人生日快樂 1,000

Wealth 1/3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9,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600 次例會
106 年 1 月 7 日

●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 106年 1月 7日 (星期六 )  
12：00註冊 12：30餐敘

地點： 新北市農會 
(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號 )

主講人：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  
營養部主任 陳珮蓉 博士

講　題：飲食健康 vs.健康食品

節 目 預 告　第 2601 次例會
106 年 1 月 12 日

- 移動例會 前社長日 - 
● 時間： 106年 1月 12日 (星期四 )  

中午 12：00-13：00餐敘  
下午 1：00準時開會

● 地點： 板橋區埤墘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179號 )

● 主講人： 昭信法律事務所 薛銘鴻 所長
● 講　題：板橋扶輪社的文物現況與歷史

● 節目介紹人：何溪泉 前社長
● 召開 1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