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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楊博顯 社友(54.03.24)Steven 
蔡居祥 社友(48.03.27)Jet 
林志郎 前社⻑夫⼈(03.21)P.P. Shi-Lo 夫人 
陳國義 前社⻑夫人(03.25)P.P. Bas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陳錫文 社友(95.03.25)Care 

許雅倫 女士(結婚十三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初審 
 

受文者：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三屆教育基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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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福源 阮良雄 林傳傑 陳瑤國 張泰西 

廖金順 楊東卿 張瑞仁 林當隆 張  凱 

楊明炎 薛銘鴻 江能裕 羅國志 汪俊男 

程萬全 

主 旨：2018-19 年度第二十三屆教育獎學金初審 

說 明： 

一、第二十三屆教育獎學金申請共收二十二件，其

中十八件為資料合格的學生，本次會議主要為

獎學金資料初審，敬請各位委員踴躍出席協助

初審工作之進行。 

二、日期：訂於 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 2：15 

三、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感謝您！ 

 
第三次讀書會 

時間：1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中午 12：00 

地點：板橋大遠百 11 樓-EN 日式和食餐廳 

研讀書籍：美、中開戰的起點 

 

2019-2020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108 年 3 月 23-24(星期六-日) 上午 9：00 

地點：羅東村却飯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190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長當選人伉儷 

 

RYEMT 第十一屆年會 

時間：108 年 3 月 30-31 日(星期六-日)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長、P.D.G.Victor、P.P.Archi、

Jamie、Mark、Stock、鄭明暉、鄭美羽 

 

春季旅遊暨扶輪家庭日 
花蓮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休閒三日遊 

時間：108 年 4 月 11-13 日(星期四-六) 

集合時間： 

早上 7：20 台鐵-板橋站集合(地下一樓入口) 

    7：30 高鐵-台北站集合(地下一樓入口) 

※敬請參加社友寶眷準出席 

~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8.3.10 地點：東之湖餐廳 



 

 

扶輪基金會三大計畫領域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扶輪社員在捐獻扶輪基金時可指定以下項目扶輪社員在捐獻扶輪基金時可指定以下項目扶輪社員在捐獻扶輪基金時可指定以下項目扶輪社員在捐獻扶輪基金時可指定以下項目：：：： 

(1)(1)(1)(1)年度基金年度基金年度基金年度基金(Annual (Annual (Annual (Annual Fund)Fund)Fund)Fund)----分享制度分享制度分享制度分享制度(Share)(Share)(Share)(Share)、、、、世界基金世界基金世界基金世界基金(World Fund)(World Fund)(World Fund)(World Fund)、、、、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One (One (One (One 

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    

(2)(2)(2)(2)永久基金永久基金永久基金永久基金(Endowment Fund)(Endowment Fund)(Endowment Fund)(Endowment Fund)----分享制度分享制度分享制度分享制度(Share)(Share)(Share)(Share)、、、、世界基金世界基金世界基金世界基金(World Fund)(World Fund)(World Fund)(World Fund)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其中一項六大焦點領域(One (One (One (One 

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of Six Areas of Focus)、、、、扶輪和平中心扶輪和平中心扶輪和平中心扶輪和平中心(Rotary Peace Centers)(Rotary Peace Centers)(Rotary Peace Centers)(Rotary Peace Centers)    

(3)(3)(3)(3)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PolioPlus Fund)(PolioPlus Fund)(PolioPlus Fund)(PolioPlus Fund)    

(4)(4)(4)(4)核准的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核准的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核准的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核准的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計畫((((需附上計畫案號需附上計畫案號需附上計畫案號需附上計畫案號))))    

 

須注意的是，唯有將捐獻指定給分享制度的年度基金或永久基金才會產生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District Designated Fund,簡稱 DDF)。當年度指定給年度基金-分享制度的捐獻 50％在三年後會成為 DDF

供地區用來贊助所選擇的地區獎助金計畫(規定 DDF最高的 50％可用於地區獎助金)、全球獎助金計畫

或作其他捐獻，如捐獻給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扶輪和平中心、或其他地區。而捐獻剩餘的 50

％則會納入扶輪基金會的世界基金，用以作為全球獎助金計畫的配合款或贊助扶輪基金會其他核准的 

計畫。而如果是指定給永久基金―分享制的捐獻

全只有可動用的孳息部分才會進入分享制度。另

外如果是指定至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基金

或核准的獎助金計畫的捐獻則不會進入分享制

度。有關捐獻可指定的基金項目、分享制度、及

DDF 的說明簡化成以右圖示： 

 

除了分享制度外，捐獻人也可將其年度基金的捐

獻直接捐給世界基金或扶輪基金會六大焦點領

域的其中一個領域，但不計入地區的分享制度捐

獻金額，因此並不會增加地區的 DDF。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31 名 
出席人數：26 名    免 計出席：14 名 
缺席人數：18 名    出 席 率：8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Duke,Frank,Franklin,Genial,Infinity,Jet,Joe, 

Land,Mark,Money,Seven,Skin,Tea,Tech,Trust, 

Vincent,Wealth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25,336 

Ortho 第三期 4,250 

合計  4,250 

累計  NT$1,029,586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Base 3/10 生日快樂 1,000 

Family 3/18 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3/20 生日快樂 1,000 

Franklin 3/1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immy 3/12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tock 3/18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Ortho 3/10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Timmy 3/1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oss 3/10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9,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715 例會 

                        108 年 03 月 21 日 

●主講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公共衛生暨肝

病防治推廣 林雪蓉 執行長 

●講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介紹人 

●召開 3 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716 例會 

                        108 年 03 月 28 日 

●主講人：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  

凌韻生 組長 

●講題：推動產業循環經濟之發展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節 目 預 告     第 2717 例會 

                        108 年 04 月 04 日 

●適逢清明連假，休會乙次。 

節 目 預 告     第 2718 例會 

                        108 年 04 月 11 日 

●合併舉行板橋扶輪社春季旅遊。 

地域(地帶)分組 

•台灣、香港、中國、澳門、蒙古歸為第九地
帶，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重新劃分。 

2019-2022 的世界年會時間表 

•2019 德國 漢堡市(2019/6/1-6/5) 
•2020 美國 夏威夷 檀香山市 

(2020/6/7-6/10) 
•2021 台灣 台北市(2021/6/13-6/16) 
•2022 美國 休士頓市(2022/6/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