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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捐款
廖金順前社長 為感謝全體社友參加小犬台北
西區扶輪社廖榮漢社友四月一日告別式，指

定用途捐款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貳萬元、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壹萬元。

敬祝生日快樂
黃　檉 社友 (61.04.25)Tech
張泰西 社友 (53.04.26)Stone
高建順 社友夫人 (04.22)Green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祥呈 前總監 (52.04.21)P.D.G.Syo-Tei ♥
劉邱足 女士 (結婚五十三週年紀念日 )
林文鐘 社友 (86.04.25)Jacky ♥
林怡秀 女士 (結婚十九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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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陳文龍前社長大兒子陳子健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婦產科資深主治醫

師，於一○五年榮獲博士學位。

四月份理事會記錄

板橋扶輪社 2015-16 年度 
教育獎學金複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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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年度第二十屆教育獎學金複

審面談日期及地點

說明：

一、 第二十屆教育獎學金初審後，決定複審

面談十六位學生，會後已發文通知學生

前來面談，敬請各位委員踴躍出席協助

面談工作之進行。

二、 日期： 105年 4月 30日（星期六） 

下午 1：00

三、地點：本社社館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感謝您！

時間：105年 4月 14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王經祿  社長      紀錄：陳主義  秘書

出席： 王經祿、黃永昌、陳福源、劉紹榮、

薛銘鴻、張瑞仁、楊東卿、林當隆、

蕭錦聰、陳主義、賴宏榮、江能裕、

高建順、張立昇、邱冠舜

討論提案

第一案：三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關於本社預計添購一台 AED「自動
心臟體外除顫器」，讓社館安全設施

更健全，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我是 Mark，我的經歷簡單從大學、當兵、出外求職
至我的家庭及扶青團的經歷來介紹我自己。

我就讀於淡江大學交通管理系。畢業後去當兵，這真

的是很特別的體驗，當初在當兵時想盡辦法要驗退，

結果驗不退，抽簽時抽中了海軍最操最具指標的”成

功軍艦”，因為在船上晒很黑，回家時母親還差點認

不出我來。

當兵結束後第一個工作是在正利航運上班，主要是走

近洋線，在海運業有一個缺點，就是業績做太好，船

會裝不下，這時就要躲客戶了 ,我就常常在躲客戶。
因為在海運業熟悉很多的貿易實務，就有一個憧景，

想要做國外業務，所以就到正隆紙業的國際行銷部，

比較特別的經驗是 iPhone第一代的包裝是那時我去
打樣的。第一代 iPhone紙盒是所有歷代包裝中最難
做的，最困難的是中間的按紐，那時不管如何打樣，

按紐只要一壓就很容易破掉，試了很多的方法才成

功，所以後來也取消了這個設計。在正隆紙業與蘋果

公司的合作真的受益良多。

但後來因為結婚的關係，就回到父親的公司，也更努

力的學習，讓自己能快速的達到更好的標準。

長江飲水機在我父親創立迄今已近 37年，主要產品
有立地式飲水機、檯下型飲水機、各式淨水設備及日

本原裝的日立電解水機，以優良的品質提供產品給市

場客戶，也在業界建立良好的口碑。

以前工作時都，生活圈只有認識同事、客戶和同學，

2007年板橋社在 Archi PP及褓姆 Uncle Timmy的奔
走下成了立扶青團，讓子女有機會參與了解扶輪，真

的讓我的生活變的更多彩多姿。當我經歷了板橋團團

長和地區代表後，整個人生的視野都開闊了，我也可

以很驕傲的跟板橋社友說板橋扶青團走出去到各個扶

青團，都是

讓人羨慕甚至佩服的，3490地區到其他扶青地區也
是不會漏氣的喔。

今年很榮幸踏出了人生的另一步，加入了板橋社，在

這裡有更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希望各位社友先進前輩

能隨時給我指教，我也會更認真學習服務。

新社友Mark自我介紹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扶輪青年服務團創史與沿革

1968年 3月 13日，國際扶輪社於美
國北卡羅來納洲正式成立扶輪青年服務團

後，在世界各地區扶輪社也陸續成立 18~30
歲的扶輪青年服務團，這些團員有大學生、

年輕專業人士，他們齊聚一堂來服務社區、

配合國際扶輪社社會服務活動、互相學習、

相互成長，並透過扶青團的友誼及國際聯誼

來促進國際的親善與和平。

2017年是扶輪青年服務團第 50週年慶
台灣地區扶青團於 1984 年由 345 地

區成立台北西門、三重、土城等輪青年服

務團，隔年又成立了桃園、台北西區、中

和、台北延平及 347地區的高雄東區、嘉
義北區，346地區台中團等扶輪青年服務
團，發展至今全台灣已擁有 137 個扶青
團，超過 2500位扶青團員。

台灣七個地區扶青團統計表

地 區 團 數 人 數     (2014.09.01統計 )

346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
男生 215+女生 157=372人

3470地區 7團 總人數為
男生 71+女生 71=142人

3480地區 32團 總人數為
男生 241+女生 207=448人

349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
男生 121+女生 110=231人

3500地區 12團 總人數為
男生 178+女生 115=293人

3510地區 17團 總人數為
男生 160+女生 191=351人

3520地區 56團 總人數為 922人
(含南山等備團 20人 )

合  計 148團 總人數約 2760人

3490地區扶青團配合扶輪社之活動
1.扶輪地區年會
2.RYLA、D3490成年禮
3.  輔導社活動例如：授證、職業參訪、社區
服務、世界清潔日等等

3490地區扶青團各團
3490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現有 12

團，依創團時間分別為：三重團、土城

團、基隆東南團、宜蘭團、板橋東區團、

新莊中央團、板橋團、漢林團、五工團、

花蓮團、福爾摩莎團、三重湧蓮團。

3490扶輪青年服務團 12團員人數

國際扶輪重視扶青團的推廣及發展

近年來國際扶輪正推行計畫以扶青團員為社

員基礎的扶輪社，期待吸引有共同理念的扶

青團員組成扶輪社，這項試辦計畫可望在

2016年 7月起開始開放全球符合條件的扶
青團登記參與。

新社友入社訓練的重要

建立穩固的社員基礎

研究顯示，新扶輪社員往往因為無

法立即參與扶輪社，或在加入後對扶輪

沒有完整認識而離開。我們也知道入社

試探期較長、加入前給予完整訊息、新

社員入社訓練都會增加扶輪社留住新社

員的可能性。

以下是三個保持新社員參與的方法：

● 指派輔導員

● 解釋扶輪社文化

● 賦予他們角色

扶輪知識 -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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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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次例會 4/14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2名　補出席人數：22名
出席人數：49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2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 Art, Boss, Frank, Food, Hitachi, 
Jacky, Joe, Seven, Skin, Trust,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曾金川 經理 竑安企業有限公司 本  社

朱家榮 主任 碩品智權事務所智權部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62,093

Syo-Tei 第三期 4,250

Syo-Tei 第四期 4,250

Wireless 第三期 4,250

合計 12,750

累計 1,174,843

一般捐款

Ocean 歡喜當顧問 1,000

Kai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Life 歡迎社友、社友夫人參加兒子的
婚禮

2,000

Stone 感謝 Care、Tiger代理出席 2,000

Tiger 代理糾察 1,000

Mark 自我介紹歡喜及總監盃抽到大獎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Bank 歡迎 Mark二位友人蒞社，謝謝
社長團隊精彩春季旅遊安排

1,000

Joe 總監盃第四名 (高爾夫球 ) 2,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3,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564 次例會
105 年 04 月 28 日

●  社務會議

本 週 節 目　第 2563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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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09：30 報到(早午餐-六樓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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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駁車班次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08:30-09:30 板橋車站-北二門至會場 
晚上21:00-21:20 會場至翰品酒店&新莊客旅 
晚上21:00-21:20 會場至板橋火車站-北二門)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上午07:50-08:30 板橋火車站(北二門)至會場 
上午07:50-08:30 翰品酒店&新莊客旅至會場 
下午14:30-15:00 會場至板橋車站-北二門)

板橋扶輪社輔導盃高爾夫聯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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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您來打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