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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羅國志 社友 (70.11.09) Wine
王經祿 社長 (43.11.11) Terry
汪忠平 社友夫人 (11.06) Charles 夫人
林當隆 前社長夫人 (11.10) P.P.Book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文龍 前社長 (56.11.11) P.P.Ocean ♥
黃素英 女士 (結婚四十八週年紀念日 )
汪忠平 社友 (90.11.11) Charles ♥
呂家華 女士 (結婚十四週年紀念日 )

∼感謝您∼
感謝張愿福前社長 P.P.Jyi-Lih於 10月 28日
P.P. Chemical公祭後宴請科園社社友用餐。

訪問樹林扶輪社
時間： 104年 11月 6日 (星期五 )

中午 12：30
地點： 鎮南宮圖書館二樓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 2 號 2 樓 )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P.P.Jyi-Lih、

P.P.Bueno、P.P.James、
P.P.Lawyer、Gas副社長、Truck
祕書、Life、Hitachi、Stone

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 104年 11月 13日 (星期五 )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P.P. Lion、
P.P. Jyi-Lih、P.P. E.Fu.Ku、
P.P. James、Bank 社長當選
人、Gas副社長、Truck祕書、
Hitachi、Tiger

第二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 104年 11月 15日 (星期日 )

下午 4：00
地點：上海銀鳳樓

參加人員：Terry 社長、Truck 祕書

3490、3480、3520 跨地區
聯合例會&愛心園遊會

時間： 104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
上午 10：00

地點：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社
聯合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4年11月10日(星期三)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 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55 號)

~ 歡迎您來打球 ~
當天備有遊覽車，請於早上 9：00新埔捷
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出發，敬請
大家準時到達，謝謝。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2014 年 9 月接任台北市雲林同鄉會理
事長，有鑑於故鄉雲林醫療資源相對貧瘠，

尤其沿海偏遠地區，老弱人口比例偏高，就

醫非常不便，致小病拖成大病，或是聽信偏

方延誤就醫，在雲林偏鄉是常見的現象，鄉

親縱使北上尋找名醫就診，也要費時、費力與金錢。是自民國九十六年起，由前理事長張神

其、康義勝、廖萬隆、洪宗錄發起義診任務，經理事長暨醫療團隊主委蘇明圳醫師、林朝森

總幹事，禮聘更多知名的專科醫師，來參加義診陣容，使民眾得到更好的醫療與服務。此義

診活動，八年來，各大新聞媒體競相報導「台北市雲林同鄉會　返鄉義診湧人潮」，受到社

會各界與母縣鄉親熱烈的讚譽與肯定，能為鄉親做些微勞，當然覺得安慰與高興。

今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義診活動展開之前的籌備會，熱心的理監事及鄉親幹

部，都自動出錢出力鼎力參與，瞬間即募集百萬義診經費，許多名醫主動參加義診行列，服

務志工團隊也爭相報名，這是最讓我們感動的地方。

義診活動的當天，早上五點起床，六點準時出發，還沒到七點就準備就緒為鄉親看診，

有幾位大醫師晚上還要門診或開刀，一早自己開車或搭最早班高鐵趕到。這許多位犧牲自

己、下鄉服務的醫師群，包括台大口腔癌防治先驅韓良俊教授、台大骨科名醫蔡清霖教

授、仁康醫院康義勝院長、主委蘇明圳醫師、王茂生醫師、蔣金玉醫師、王慧如醫師、袁

旺泉醫師、張釗監醫師、曹心怡醫師、胡伯

賢醫師、義程萬春醫師、林妙惠醫師、蘇治

原醫師、吳柏林醫師、林淑華醫師、林正昌

醫師、謝承翰醫師、張皓文醫師、傅偉誠醫

師、楊邵淳醫師暨護理人員、工作人員、志

工等等，我們由衷地表示萬分感謝。

義診現場民眾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異口

林志郎

板橋扶輪社、社長、助理總監、總會常務理、理事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校友暨醫友會理事長

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第六、七屆理事長

偏鄉義診　雲林行腳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同聲說：「同鄉會每年都會返鄉義診實在太好了，尤其對我們鄉下人來講太方便了，我們非

常感謝同鄉會提供這樣的醫療服務，希望每一年都能舉辦這種有意義的義診活動。」這種聲

音在義診現場此起彼落，讓我更深刻地體會母縣的鄉親，是如此迫切的殷望我們醫療服務團

的到來。

兩天四場的義診活動，分別是元長、斗

南、大埤、西螺等鄉鎮，共服務了一千六百

餘人，台塑企業經由本人告知義診活動後，

主動贈送每一位就診者一盒洗衣粉，這也是

一個好的開始，讓企業經營者徹底了解回饋

在地鄉親並注意其健康的重要性。

八年來的義診活動，已有超過一萬名以

上鄉親受惠，這些累積的成果，要特別感謝

所有參加義診的醫師團隊、義工們不辭辛勞

的付出、理監事、鄉親幹部的大力捐助，尤其是李縣長、蘇前縣長、衛生局吳昭軍局長所率

領的醫政人員，以及配合的醫療院所，讓我們共同為雲林鄉親，打造出一個更健康優質的生

活環境。

很多感恩！很多謝謝！有您們真好！，是鄉親熱忱的呼喚與肺腑的心聲，深深烙印在我

們心坎裡，我們義診團隊只不過盡一絲心力，就讓鄉親好像獲得很大的感受，我們不敢自

喜，僅希望明年我們的義診團隊，安排更壯大的義診陣容，繼續回來為鄉親提供更親切、更

好的醫療服務。同時藉此呼籲旅外的鄉親，有暇常回故鄉走走，那裡不僅有明媚風光、綠野

景緻、敦厚民情，更有你我所懷念的鄉土和記憶，也是我們成長的地方。我們希望多瞭解故

鄉的「美」，並將之傳遞遠播；也希望多多發掘偏鄉角落的一些問題，提供旅外鄉親做一些

雪中送炭、奉獻心力的機會與服務。

林志郎

寫於 4月 26日深夜

坪頂觀光茶園

石壁生態休憩區

二崙濁水夕照

湖口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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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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次例會 10/29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名　補出席人數：23名
出席人數：44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3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Boss,Char les,  Gol f ,  Jacky, 
Land, Michael,  Money, Park,  St icker, 
Tech, Wireless,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P.P. Jasm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  社
胡樂 RYE Inbound 學生 本  社
Rina OSAKI RYE Inbound 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72,427
Frank 第一期 4,250
Frank 第二期 4,250
Golf 第一期 4,250
Golf 第二期 4,250
Bueno 第二期 6,250
Hitachi 第二期 6,250
Jia-Pin 第二期 4,250
Johnny 第二期 6,250
Schooling 第二期 4,250
Truck 第一期 6,250
Truck 第二期 6,250
合計 56,750
累計 529,177

一般捐款

Terry
1. 感恩大家參與 P.P. Chemical
的告別式 

2.歡喜 Care代理糾察
2,000

Jia-Pin 生日快樂 1,000
Stone 歡喜結婚二十四週年 1,000
Care 代理糾察 1,000
合  計 5,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Silk 11/1生日快樂 1,000

Truck 感恩大家參與 PP Chemical的告
別式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2,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39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5日

●  職業參訪 -國家太空中心
中午 12：30 社館用餐
下午 01：00 社館出發
下午 02：30 到達國家太空中心
下午 05：00 響悅花園館享用晚餐

節 目 預 告　第 2540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12 日

●  主講人：施丞修中醫診所 施丞修 院長
●  講題：中醫生活家
●  節目介紹人：吳培聖 社友
●  召開 11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541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19 日

●  提前變更至 11月 14 日 (星期六 )三地區
聯合例會暨愛心園遊會，上午 10：00於
中正紀念堂舉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542 次例會
104 年 11 月 26 日

●  提前變更至 11月 22日 (星期日 )第二分
區聯合登山，上午 8：00於中和烘爐地
南山福德宮舉行。

RYE Inbound 學生胡樂 &Rina 月報告及領取零用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