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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蕭錦聰 前社⻑(30.08.03)P.P.Glue 
汪俊男 社友(28.08.03)Jamie 
邱建明 社友夫人(08.03)Jia-Pin 夫人 
吳培聖 社友夫人(08.03)Implant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林志郎 前社⻑(61.08.03)P.P.Shi-Lo 

張麗純 女士(結婚四十六週年紀念日) 
 
 

光復高中扶少團授證 2 週年暨 
團⻑交接典禮 

時間：107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 下午 3：30 
地點：光復高中 5 樓視廳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段 7 號) 
~~~~敬邀敬邀敬邀敬邀社友社友社友社友踴躍出席踴躍出席踴躍出席踴躍出席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歡度⽗親節暨第⼀次爐邊會議 

時間：107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 2 號) 
爐主：阮良雄 紀清田 賴正時 林福安 張立昇 

廖明耆 薛銘鴻 陳文龍 辜久雄 洪學樑 
林傳傑 汪俊男 林當隆 廖金順 張煥章 
鄭俊彥 徐維志 鄭錦玉 陳永洋 陳嘉彬 
黃軒凱 賴宏榮 洪國恒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8/98/98/98/9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第第第第2626262683838383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

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    

 
 
 
新社友曾金川 Construction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的名字曾金川，英文 Construction，

出⽣於⺠國 68 年，新北市平溪區-天燈的故鄉，當
地比較有名的景點為十分瀑布，在國小五年級 12
歲時搬家至板橋，並就讀新埔國小，大專畢業於中
和區華夏科技大學五專部電機科，畢業後當兵抽到
金馬獎，⾄⾦⾨⾦⻄旅裝步連服役 2 年，固守金門
尚義機場周圍防止空降。 

退伍後 92年進入電子公司上班從測試、品保，
到業務副理歷經 10 年。102 年經過深思熟慮決定
踏上創業這條路，從事建築工程，主要營業項目為
瓷磚及泥作工程，包含砌磚牆、泯石子，基礎工程…
等。103 年 6 月與太太黃怡婷決定結婚，並在 105
年 2 月生下兒子泯皓，平常的興趣是慢跑及打高爾
夫球。 
最後非常感謝 IPP Gas及Mark的介紹，讓我能加入

板橋扶輪社，成為大家庭的一份子。 
敬祝大家身心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阮良雄社長 光復高中扶少團 壹萬元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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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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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自 1974-75 年度至 2017-18 年度為止，經由本會獎助的國內外優秀青年共 4,466 名，其中包

括早期獎助的 208名、國內碩、博士研究生 4,224名，台灣扶輪大使獎學生 31名，特殊人才 3名。此

外，並頒發台灣扶輪公益獎 6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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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類別及用途捐款類別及用途捐款類別及用途捐款類別及用途：：：： 

名稱 捐款方式 捐款用途 

個別捐款 

依社友個人或各地區、各扶輪社

之意願樂捐，金額及次數不受限

制，採逐年累計。 

頒發國內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優秀青年獎學金。 

每達新台幣 15萬元以上，可以扶輪社之名，委託優

先頒發碩士班獎學金一名，每達 20萬元以上可委託

優先頒發博士班獎學金一名。 

冠名捐款 

個別捐款一次捐新台幣 15 萬元

或新台幣 20萬元之社友，可聲明

以其個人名義或公司名義或指定

特定人之名義為冠名獎學金。 

捐款用於「冠名獎學金」，委託頒發國內外在學博士

班、碩士班研究生獎學金，及獎助出國留學獎學金。

或依其指定，用於經基金會董事會通過之社會公益

及文化教育項目。 

永久基金 
個別或團體一次以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捐款，並指定為永久基金。 

此項捐款只用息不用本，其捐款彙入基金內，用以

厚實基金會的基石，永續扶輪教育服務的理念。 

統一捐款 

台灣地區全體社友每人每月奉獻

一杯咖啡（新台幣五十元），一年

六百元的捐款。 

捐款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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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獎勵「特

殊人材」，和頒發「台灣扶輪公益獎」等其他符合本

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榮譽董事敦聘辦法榮譽董事敦聘辦法榮譽董事敦聘辦法榮譽董事敦聘辦法 

「榮譽董事」敦聘辦法，以歷年捐款累積達到新台幣 100 萬元，內含永久基金 20 萬元之社友，

或歷年捐款累積達到 200萬元以上之鉅額捐獻社友為獎勵對象。承諾於最近五年內認捐之社友亦同。 

榮譽董事由本會致贈榮譽董事獎座及榮譽獎章各一枚，玉照永久懸掛在本基金會功勞榜牆上，並

邀請於當年度頒獎典禮中接受表揚，以表崇敬，及加入「榮譽董事聯誼會」，以共同致力於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會永續發展之目標。 

永久基金捐款說明永久基金捐款說明永久基金捐款說明永久基金捐款說明 

本會每年所收捐款中之個別捐款及統一捐款，分別用於每年獎勵國內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之中

華扶輪獎學金，及為促進國際間之瞭解與友誼，獎勵國外青年來台留學，而頒發之台灣扶輪文化大使

獎學金。 

有鑑於如遇經濟不景氣，通貨膨脹等因素時，獎學金之服務工作即受影響而設置永久基金捐獻及

使用辦法，用以厚實基金會基石，為可長可久基金會奠基，永續扶輪教育服務的理念。 



 

 

 

 

 

 

 

 

 

 

 

 

 

 

 

 

 

 

3490 地區 

地區成年禮活動 

�活動目的：為了使地區內之青少年及 Inbound

學生能夠更了解台灣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

並提升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責任

感，進而對於扶輪有更深一層瞭解與認識，

故舉辦此活動，請各社鼓勵青少年踴躍報名。 

�時間：2018年 11月 10 日（星期六） 

中午 12:30 報到 

�地點：宜蘭孔廟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路 170 號) 

�對象：16-20 歲之青少年 

�本社可報名 5 位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8月 31 日 

 

3490 地區 

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 

A.暑期營隊 Camp 

�活動內容：報名參加各國扶輪地區舉辦不

同主題之營隊，大約 10~20 天，其行程、

費用、資格等悉依各營隊邀請函之規定。

（無須接待） 

�申請資格：依各營隊規定之 15~25（含）歲

男女學生或社會青年 

B.家庭對家庭交換 Family-Family 

�活動內容：異國兩個家庭之子女一對一交

換相互體驗對方國家之家庭生活、文化、

旅遊等活動，為期各 3~6 週，時間由交換

雙方討論決定。（必需接待外國交換學生及

相關認證） 

�申請資格：15~19 歲（含）之男女學生，年

齡性別配對依雙方同意而定 

◎對象：扶輪社友子女及非扶輪社友子女皆可

提出申請 

◎應繳交費用：新台幣 12,000元整 

細說扶輪 

全球第一個扶輪社是由保羅•咍里斯結合一群來自不同行業的朋友，於 1905年 2月 23 日創立

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首次聚會中，有保羅•咍里斯和三位朋友出席。最初此扶輪社的定期聚會

是每週輪流在各社員的工作場所舉辦，因此以「輪流」（英文：Rotary）作為社名。 

1910年正式成立扶輪社全國協會（英文：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之後扶輪社

逐漸推廣到美國及加拿大各地；1921 年全球六大洲都成立了扶輪社，於是隔年的 1922 年便通過改

以國際扶輪（英文：Rotary International）作為正式名稱。1925年，在全球共成立超過 200個社以及

超過 20,000名社員。當時包括作家托馬斯•曼、人道主義者艾伯特•史懷哲和作曲家讓•西貝流士

都是扶輪社的社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扶輪社的活動在歐洲部分國家一度被禁止，戰後由

共產政權掌權的東歐也持續禁止到 1989年。直到 1990年在俄羅斯才成立了第一個扶輪社。 

目前，國際扶輪在全球有超過 120萬社員及 33,000個扶輪社，成為全世界社團之一。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Duke,Franklin,Jet,Max,Pipe,Printer,Seven, 

Sticker,Tech,Tile,Trust,Wealth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STONE 第一期 6,250 

BOOK 第一期 6,250 

GREEN 第一期 4,250 

JUDGE 第一期 6,250 

LIFE 第一期 17,500 

OCEAN 第一期 4,250 

SERVICE 第一期 4,250 

JAMIE 第一期 6,250 

TRUST 第一期 4,250 

ALAN 第一期 4,250 

CONSTRUCTION 第一期 4,250 

合計  68,000 

累計  NT$68,000 

一般捐款 

Book 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1,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Truck 總歡喜 10,000 

Jamie 
歡喜 Construction入社 

介紹 
1,000 

Construction 歡喜自我介紹 1,000 

Alex 7/3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13,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82 次例會 

                        107年 08月 02 日 

●主講人：大漢酵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閻妍 營養師 

●講題：健康議題-PM2.5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3 次例會 

                        107年 08月 09 日 

●原訂八月九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八三次

例會，為舉辦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變更例會時間於八月五日(星期日)假上海銀

鳳樓舉行。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4 次例會 

                        107年 08月 16 日 

●主講人：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徐鳳儀 主任祕書 

●講題：新北市土地開發現況與榮景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8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5 次例會 

                        107年 08月 23 日 

●主講人：除役及選址溝通中心 陳東凱 督導 

●講題：台灣電力現況與核能發電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