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二十一屆四月份理事會議 

主    席：鄭其發 社長 
紀    錄：陳瑞光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陳以信、鄭其發、陳陽春、蔡東樺、李富湧、 
          洪揚清、陳瑞光、周弘章、楊大中 

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一屆三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提案者：CNC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職業參訪日期於 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假捷流閥業土城廠 
       舉行，本活動擬合併 5 月 17 日(星期四)第 1101 次例會，提 
       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CNC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社館三年保養一次冷氣機與冷媒，費用為 31,600元由兩社平 
        分，提請理事們討論。 
提案者：CNC社長 
決  議：照案通過。 
 

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感言研究心得 
得獎人：劉亮妍  

 

    我是劉亮妍，目前就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班二年級，很感謝  

土城中央扶輪社讓我有機會得到扶輪社中華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這也是我求學

生涯中第一次申請獎學金，獲得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不僅僅只是獎金上的資助，

更肯定了我在研究所課業上的學習，也認識了扶論社這個充滿溫暖的大家庭。  

  

    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葉清江教授，推薦我去申請，還有 EMBA 的

學長-郭垚芳 學長讓我能夠認識我的獎學金推薦人-江顯皎 先生，因為這份獎學

金，讓我認識了更多業界前輩，也得到了很多的幫助，也因為有了這些貴人的幫

助，我才能順利申請到這次的獎學金。還記得參加頒獎典禮時在台中，扶輪社的

前輩們都排除萬難的參加頒獎典禮，也毫不吝嗇的分享了很多他們在職場上的體

驗及生活上的歷練，給予我們 很多的鼓勵及建議，心中非常感動也感謝，覺得身

在這個扶輪大家庭中，是非常幸福的，也期盼自己，在未來的某一天，也能夠像

他們一樣為扶輪這個大家庭盡一份心力。  

  

 得到這筆獎學金，除了肯定我在學業上的努力外，更資助了我在學術上的 研究。

感謝扶輪社所有的幫助及資助，讓我在和論文奮鬥的過程中，不需要擔心資金上

的困難，也讓我能夠更專注的在研究上鑽研。還記得當初在獎學金的 頒獎典禮

上，曾經有人在台上告訴所有的獎學金生：「伸手向人拿錢念書，並不丟臉，更重

要的是將這筆獎學金好好利用，並在有能力時也回饋給有需求的人，這也是身為

中華扶輪一員的使命！」這段話深植我心，讓我印象深刻感觸萬分。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朋友，讓我在研究所求學的過程中，鼓勵我支 持我

包容我，雖然這過程並沒有一直那麼順遂，但也因為有了他們的支持，讓 我能勇

敢的面對所有困難和挫折，更堅定的向前走；也感謝及珍惜所有關心我的師長及

同學，很幸運能夠在求學的最後一個階段，與您們相識，也因為有您們的幫忙與

鼓勵，更帶領我有不同的視野也豐富了我的研究所生活；也要再次感謝土城中央

扶輪社，給予我莫大的支持，也讓我立志在我有能力後，也要將這份愛回饋於社

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Panray 秘書 (53.05.07) 

Tim 社友 (57.05.03) 

Michael 社友夫人葉慈慧(52.05.05)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Jason 社友與夫人李幸笛結婚 

14 週年紀念 (93.05.07) 

 

 

 



 

 
 
例會事項報告     04 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28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35 名     

    出 席 率:…………53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lumi、Arch、Auto、 

Banker、Barcode、Braht、Cable、 

Chris、Civil、CK、Fire、Health、 

Jerry、Jimmy、Land、Look、Ray、 

Machine、Media、Manpower、Rick、 

Michael、Nicky、Owen、Page、 

PinJer、Printer、Pro、Quba、Tim、 

Risen、Stone、Whole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ndy、Thermo、Trading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Building、Hardware、Importer、 

James、Panrya、Paul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許俊章 老師           講師 

  沈振黃 副主任 新北市調查處雙和調查站 
  陳玫秀 調查官 新北市調查處雙和調查站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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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8 次例會 
◆ 下午一時，由社長 CNC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Human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許俊章 老師；首 

   先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新北市調查處雙和調查站沈振黃副主任、陳玫秀調查官 

   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生日快樂：Whole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 C.P. Yico 與 A.G.Amy 結婚 22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秘書報告由本社 Jaysjinnet 代理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Connecto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NC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all 10,000 4. P.P.Chiang Ji 1,000 

5. P.E.Designer 1,000 6. 社友 HPO 1,000 

7. 社友 Ironman 1,000 8. 社友 Jason 1,000 
小計：20,000 

承上期：569,500 元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2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5月20日(星期日)時間:17:30註冊聯誼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1號2樓)敬請踴躍報名！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14週年紀念慶典暨土城山櫻尚豪衛星社授證1週年 

日期：5月22日(星期二)時間:17:30註冊聯誼 

地點:新莊典華6樓大盛典聽(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469號)敬請踴躍報名！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2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5月25日(星期五)時間:17:30註冊聯誼 

地點:新莊頤品-7樓(新北市新莊區五公路66號)敬請踴躍報名！ 

本週節目- 
講師: 余主光先生 
講題: 認識能量與健康 
學經歷:  
＊ 台灣社區健康促進與管理師 
＊ 台灣地區神之湯巨蛋、浴場型岩盤浴

發明人 
＊ 中華負離子發展協會 理事 
＊ 台灣社區健康促進與管理學會 理事 
＊ 健康生活有限公司 執行長 

＊ 康是富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康呈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 12年來合計輔導超過 500家美容 SPA

及 Salon 

下週節目~ 

第五次爐邊會暨母親節慶祝活動 

日期：5月11日(星期五)下午6:00註冊 

地點：中和嘉賀會館餐廳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3號10樓) 

☆ 歡迎帶父、母親一同出席共度美好時光 

  下下週節目~職業參訪活動 
日期：5月17日(星期四)  

地點：捷流閥業土城廠及觀音鑄造廠 

土城廠地址：土城工業區中山路2號 

觀音廠地址：觀音工業區經建四路2-36號 
 
09:10、09:20 9人座接駁車社館一樓大門口 

09:30-10:30  土城廠參觀 

11:30-12:30  觀音廠參觀 

12:30        前往餐廳 

                                                                                             社長：鄭其發 CNC  秘書：陳瑞光 Panray  糾察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社刊主委：李清崑 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