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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福源 社⻑(45.01.15)Gas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福源 社⻑(72.01.15)Gas ♥ 
黃淑珍 女士(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高建順 社友(80.01.15)Green ♥ 
李素惠 女士(結婚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洪學樑 前總監(51.01.16)P.D.G.Carbon♥ 
洪王淑雲 女士(結婚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郭子進 社友(96.01.16)Golf ♥ 
黃于貞 女士(結婚⼗⼀週年紀念日)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 
中山國小-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 

時間：107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9：30 報到 10：00 開始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 

 
社區服務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10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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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社長、Park 祕書、Green、Genial、

Judge、Nick、Stock、Tiger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1：30 報到 12：00 開球 

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 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第三次讀書會花絮第三次讀書會花絮第三次讀書會花絮第三次讀書會花絮 

第三次讀書會於 107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假社館舉行，當天研讀書籍：聖戰與文明－伊
斯蘭與⻄⽅的永恆衝突，社友們藉由討論與分
享，提出不同的觀點，互相交流並透過讀書會
讓生命更為寬廣，見識更為開闊。 

  

  

扶輪基金扶輪基金扶輪基金扶輪基金捐獻捐獻捐獻捐獻    

陳金富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第二分區第二分區第二分區第二分區八社聯合八社聯合八社聯合八社聯合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    
•一月六日 

•第二六五二次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三樓大會堂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市農會隆重

舉行，聯合例會藉著社友們的溝通與聯誼，對 

於社際間情感交

流，實有具體而顯

著的增進，進而聆

聽精湛的演講，更

是人生一大樂事。 

◎十二時，各社社友即陸續前來報到，友社社友

們寒暄問候，歡樂氣氛洋溢整個會場。 

◎十二時卅分社友們享受美味可口的便當，大夥

兒共話家常，整個會場洋溢著溫馨和諧的氣氛。 

◎一時整由板橋社社長

Gas 鳴鐘，聯合例會

正式開始，由板橋社

聯誼 Stone 及新北光

暉社聯誼 Kenny 擔任 

司儀，引導聯合例會順利進行。 

◎Gas 社長歡迎主講先生田董事長及各位社友的

熱烈參與，不但使既存的友誼更加彌堅，同時

更匯聚成一股無形的力量，使二分區更加團結

與和諧。 

◎板橋社及新北光暉社

聯 誼 主 委 Stone 及

Kenny 主持聯誼活動介

紹來賓與友社社友，歡 

迎他們的蒞臨指導，全體社友引吭高歌，齊唱

扶輪。主辦社並選唱一首自選曲「這是咱的扶

輪社」。 

◎Beadhouse 總監特

地撥冗蒞臨，他盛

讚本分區的團結，

並鼓勵社友們踴躍 

支持今年度扶輪基金捐獻。 

◎祕書報告由板橋社祕書 Park擔任。 

◎出席報告由新北光暉社出席Norman 擔任。 

◎精湛的演講是聯合例會的重頭戲，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田弘茂董事長以「當前國際政經

情勢簡析」為題，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藉著

板橋東區社社長Master 詳細的學經歷介紹，大

家對於田董事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即聚精會

神聆聽精湛的演講。 

◎板橋社社長 Gas、新北光暉社社長 Marshall 代

表致贈田董事長紀念品，八社社長致贈社旗予

田董事長並與之合影留念。 

 

◎新北光暉社社長 Marshall 感謝田董事長發冗蒞

臨演講，並感謝全體社友的參與，鳴鐘結束例

會。 

 

 



 

 

2017-1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公告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公告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公告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公告 

2017-18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名單揭曉，

本年度共有碩士班183位及博士班62位學生獲

獎，獎學金額計頒新台幣參仟壹佰捌拾捌萬元，

頒獎典禮定於107年1月27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假

台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4樓集會堂(台中市西屯區

台灣大道三段99號)舉行。三四九○地區(合計79

位，博士19位，碩士60位) 

本社得獎學生如下： 

推薦社推薦社推薦社推薦社 受獎人受獎人受獎人受獎人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板橋社 楊子逸 台灣藝術大學 

板橋社 傅翊棋 大同大學 

板橋社 黃盈庭 台灣大學 
 

 

第三次社⻑、祕書聯誼會 
時間：107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下午 4：00 

地點：海釣族餐廳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新竹科園扶輪社 
25 週年高爾夫球聯誼賽 

時間：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新豐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新豐鄉坑子口 104 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Bueno、P.P.Dimaond 及

夫人、P.P.Miller、P.P.Terry、Michael

副社長、Food、Green、Mark、Post 

 

2018-2019 年度 
接待社暨家庭講習會 

時間：107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 9：00 

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 1 樓演講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參加人員：P.P.Diamond、Wireless 社長當選人、

Stock、Green、Schooling、Mark、Care、

Jamie、鄭明暉先生

第二分區地第二分區地第二分區地第二分區地區區區區獎助金獎助金獎助金獎助金-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會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會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會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會 

台灣孩子的教育與社會環境高度有關，弱勢的孩童，音樂資源對他們來說相對貧乏，甚至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貧困弱勢的孩子潛藏貧窮循環的危 

機，相較於物質給予，更需要翻轉底層命運的契機 

，這樣的改變，需從教育及心靈層面逐步著手。 

音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情，一個人的思維，

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未來。音樂陪伴孩子成長、富足

精神領域，在演奏上建構自信及成就感，培養面對

生活困境的勇氣，進而翻轉自我人生。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7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oss,Brain,Frank,Food,Golf,Infinity,Max,Seven 

Skin,Steven,Tea,Tech,Trust,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邱俊瑋 負責人 臣德地產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Syo-Tei 1/7 生日快樂 1,000 

Brain 1/9 生日快樂 1,000 

Steven 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ames 1/7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Michael 1/7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3 次例會 

                        107 年 01 月 11 日 

●前社長日 

●主講人：台北仁濟醫院 蕭國川 副院長 

●講題：下背痛及坐骨神經痛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召開 1 月份理事會 

●召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4 次例會 

                        107 年 01 月 18 日 

●主講人：非凡財經台 林隆炫 波浪大師 

●講題：2018 年台股趨勢展望 

●節目介紹人：賴宏榮 社友 

贊助全球獎助金學生贊助全球獎助金學生贊助全球獎助金學生贊助全球獎助金學生 

扶輪社可以向扶輪基金會申請全球獎助金，以支
持出國攻讀六大焦點領域的研究生獎學金，現在
有 520 幾位全球獎助前受獎人及 200 多位現任獎
學⾦學⽣和我們⼀起致⼒於下列領域： 

–促進和平 
–對抗疾病 
–提供清潔飲水、公共衛生、及個人衛生 
–解救⺟親與兒童 
–促進地方經濟 

8 月、9 月、10 月開學的學生其申請書的截止日
期與 7 月 30 日。 
基金會其他獎學金 

地區獎助金可以用來贊助中學、大學、或研究所
學生攻讀任何學科，不分國內外。這種獎學金不
拘時間⻑短，從 6 個星期的語言訓練課程到 1 年
或以上的大學課程均可。 
扶輪社員要促進世界各地動盪區域的和平，可以
宣傳扶輪和平獎學金、徵求和平獎學金候選人、
並協助他們自成申請程序。 
扶輪社及地區也可以推薦候選人申請國際水利環
境 工 程 學 院 (IHE Delft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的獎學金，並訪問已經獲准進入該學
院就讀 3 項碩士學位課程的申請者。 
詳情請參見 rotary.org/scholarsh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