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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Joe社友
榮獲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總桿第四名

三重東區社授證 35 週年紀念慶典三重東區社授證 35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5年 4月 17日 (星期日 )

下午 5：30 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台北典華旗鑑館五樓繁華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Truck祕書、Stock

板橋扶輪社 2015-16 年度板橋扶輪社 2015-16 年度
教育獎學金初審通知教育獎學金初審通知

受文者：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屆教育基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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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經祿　黃永昌　陳福源　薛銘鴻　張瑞仁

楊東卿　林當隆　蕭錦聰　陳主義　賴宏榮

劉引巨　江能裕　高建順　洪豐民　張立昇

羅浚晅　邱冠舜　孔繁文

主旨： 討論 2015-16年度第二十屆教育獎

學金初審。

說明：

一、 第二十屆教育獎學金申請共收三十一

件，其中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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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4月 14日（星期四）

下午 2：40

三、地點：本社社館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感謝您！

威親先生
韻婷小姐 結婚誌慶

板橋扶輪社 
社長王經祿
暨全體社友  

敬賀

◎ Life社友公子威親先生與韻婷小姐訂於
五月十四日 (星期六 )舉行結婚典禮，
婚宴設於新莊頤品大飯店，敬請各位社

友、夫人於是日下午六時準時入席。

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第二次新社友座談會
引言人：P.P. Archi
時間： 105年4月16日(星期六)下午4：00
地點： 秋料理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51號2樓)

4 月份高爾夫球賽4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年 4月 19日 (星期二 )

上午 11：30報到 12：00開球
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鄰 39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規劃已久的春季旅遊 ~宜蘭之旅在 Terry社長及 Tiger社
友的縝密規劃與積極鼓勵領隊下，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

終於踏上行程，此次團員共 89位，3台遊覽車，浩浩蕩
蕩出發了。

四月九日 (星期六 ) 
上午集合完畢後，第一站前往白米木屐村，白米社區位

於宜蘭縣蘇澳鎮的一個小山谷中，白米社區中住著數十

戶的居民，因為出產以製造水泥原料的白色礦石的水泥

廠圍繞著社區，白米仔產量為全國第一，因此俗稱白米社區。

中午假富哥海產餐廳享用海鮮料理及令人驚豔水果拼盤。

下午參觀羅東林場，正式完整名稱為「羅東林

業文化園區」，昔日林業重鎮的羅東鎮，林業

文化園區即為當時貯木池舊址，羅東林區是林

務局全島八個林區中，位置最北的一個林區。

現已規劃為自然生態池、臨水木棧道等設施，結合

休閒、教育、文化功能。太平山森林鐵道停駛後，

數輛蒸氣老火車頭也跟著功成身退，靜靜佇立在園

區中，增添了園區內濃厚的懷舊氣味。而看著貯木池水面漂浮的老舊木頭，也將我們帶回昔

日回憶，慢步於園區中，輕風吹來，木頭香氣陣陣撲來，為這炎熱氣息帶來一絲涼氣。

 之後前往下榻長榮鳳凰酒店，基地面積 2,352 坪，總樓層面積達 11,064 坪，設有慢活
SPA、空中溫泉游泳池、露天風呂、湯屋等。下午六時三十分召開第 2561次例會，晚餐後
大夥在飯店 KTV勁歌、熱舞，享受浪漫之夜。
四月十日 (星期日 )
早上十點離開飯店，前往位於礁溪高爾夫球場旁林

美石磐步道，是林務局去年才規劃完成的一處森林

步道，步道全長約 1.7公里，呈圓形環狀，全程約
80~120分鐘可以走完。在水聲、蟲鳴、鳥叫的天
籟演奏曲中，呼吸著大自然最原始的芬多精香氣，

讓人心曠神怡。

中午假八甲香魚餐廳享用魚料理大餐，台灣的香

魚有 90%的產量分佈在宜蘭，而八甲香魚養殖場
的年產量高達一百公噸，為 90年代全國香魚產量
最大的養殖場。下午前往三星蔥仔寮，體驗農夫

的生活，以親自感受拔蔥、洗蔥的趣味和辛勞，

並親手製作蔥油餅並品嚐這一份美味。晚上假武

暖手創料理品嚐無菜單菜餚，之後滿載的滿滿的

歡樂，結束愉快的春季旅遊。

春季旅遊 ~蘭陽風情·長榮鳳凰渡假之旅散記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扶輪知識 - 扶輪組織扶輪知識 - 扶輪組織
為了執行各項服務計劃，國際扶輪分成扶輪社、地區、地帶和國際扶輪等不同的層次。各地

的扶輪社皆由當地的社員組成，而國際扶輪則是由全球所有扶輪社組成，總部設在美國芝加

哥郊區的埃文斯頓，負責各項行政管理作業。而全球各地多達三萬兩千多個的扶輪社則被劃

分為 529個地區和 34個地帶。

社

每個扶輪社在國際扶輪規章制度下享有自主運作的權利，社長及幹部皆由社員從彼此之間選

出，任期固定為一年。各扶輪社除了社長以外的幹部必須包括：理事、社長當選人（下一年

度社長）、副社長、秘書和財務；剛卸任的上年度社長也是理事會的當然成員。

地區

全世界的扶輪社被分成 529個地區，每個地區皆由一位地區總監負責領導，任期一年，地區

總監由各地區內的扶輪社選出，為國際扶輪的職員。各地區的組織還包含助理總監及各種委

員會，負責指導及支援該地區內各社運作。

目前全台灣分設有七個地區。

RYE Inbound 學生RYE Inbound 學生

胡樂於 3月 24日參加例會並領取 3月份零用金

Rina於 3月 24日參加例會領取 3月份零用金並
恭賀 Rina於 Inbound華語發表中，表現傑出，
榮獲第一名 !!

2015-16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2015-16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

姓名：劉姿 　　　　學校：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冠名社友：I.P.P.Alex

姓名：張書蜜　　　　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冠名社友：Care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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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次例會 4/9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2名　補出席人數：30名
出席人數：38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5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 Brain, Charles, Franklin, 
Genial,Golf,Infi nity, Land, Money, 
Music, Ortho, Service, Sticker, Tech, 
Wine

三、捐款報告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Bueno 4/11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62 次例會本 週 節 目　第 2562 次例會
105 年 04 月 14 日105 年 04 月 14 日

●  新社友 Mark自我介紹
●  召開 4月份理事會
●  召開 2015-16年度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
金初審

節 目 預 告　第 2563 次例會節 目 預 告　第 2563 次例會
105 年 04 月 21 日105 年 04 月 21 日

●  主講人：國稅局 柴澄球 先生
● 講題：綜合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及遺贈稅
● 節目介紹人：吳培聖 社友

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

09：00  報到 (早午餐 )

10：50 社友、寶眷入席

11：20 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

13：50  第二次全會、茶點時間、分組討論

17：50扶輪之夜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

08：50 鳴鐘開會、第三次全會、開幕式

12：30惜別午餐會

板橋扶輪社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板橋扶輪社親善盃高爾夫聯誼賽
日期： 105年 4月 29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10：20報到 11：00起 依序開球
地點： 台北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蘆竹鄉坑子村赤塗崎34之1號)

~ 敬邀社友踴躍參加 ~

扶輪知識 - 扶輪組織扶輪知識 - 扶輪組織
地帶
約 15個地區組成一個地帶，每兩個地帶為
一組，每組設有主持人，由兩個地帶內共

同選出，任期兩年；主持人同時也擔任國

際扶輪理事會的理事。

目前台灣、香港與澳門的八個扶輪地區與

位於韓國南部的五個扶輪地區共組為第十

地帶。

國際扶輪
國際扶輪是世界扶輪的管理機構，其主體

為理事會，以當年度社長（任期一年）及

度社長當選人（下一年度社長），外加世界

34個地帶選出的 17位理事（任期二年），
共 19位組成，由當年度社長擔任理事會主
席。

實際負責行政管理運作的是國際扶輪秘書

處，並設有國際扶輪秘書長，為行政運作

的最高負責人，管理約六百名職員以及七

個國際辦事處，分別位於阿根廷、澳大利

亞、巴西、印度、日本、韓國及瑞士。英

國則另外設有「英愛國際扶輪辦事處」負

責英國及愛爾蘭地區的扶輪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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