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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劉引巨 社友 (55.07.23)Money
張瑞仁 前社長 (39.07.25)P.P.Bueno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邱冠舜 社友 (87.07.24)Kevin ♥
蔡亦娟 女士 (結婚十八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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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PP Glue

德淵企業成立 40週年誌慶

鴻運昌隆　 百事亨通
板橋扶輪社 社長 黃永昌暨全體社友  敬賀

歡迎謝木土地區總監蒞臨公式訪問

【板橋扶輪社第 2576次例會程序表】

11：00
會晤： 社　　　長：黃永昌 Bank 

社長當選人：陳福源 Gas 
秘　　　書：賴宏榮 Stock

11：30
社務行政會議：各職員、全體理事、各委員會主委參加 
一、檢討與報告全年工作計劃及進行成效 
二、並請示總監問題，一方面請總監協助解決問題並指導及指示

12：15 註冊聯誼

12：50

例會開始： 
1.社長鳴鐘開會 社　　長 Bank

2.聯誼活動：一、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社友夫人
二、唱＞歡迎區總監
三、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四、唱＞慶祝社友及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五、唱＞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六、唱＞扶輪頌

聯　　誼 Jet

3.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 Steven

4.秘書報告 秘　　書 Stock

5.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 Johnny

6.社長致詞 社　　長 Bank

7.介紹地區總監（約 3分） 地區副祕書 Otoko

8.地區總監專題演講（約 30分） 地區總監 Concrete

9.地區總監頒發地區領導人、各委員會等聘書 地區總監 Concrete

10.社長鳴鐘閉會 社　　長 Bank

11.全體合影留念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基隆東南扶輪社經歷

1992年 3月 25日入社
2001-2002年度 理事、秘書
2005-2006年度 國際服務理事
2008-2009年度 社長當選人
2009-2010年度 社長

地區扶輪經歷

2010-2011年度 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

劃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基隆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
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5-2016年度 地區總監當選人

獎章

1996-1997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9-2010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 -指定用途 MG#70756
2009-2010年度 扶輪基金捐獻 -指定用途 MG#71859
2012-2013年度 累積捐獻達 US$10,000
2014-2015年度  捐獻扶輪基金 US$50,000 

 捐獻扶輪基金 -指定用途 GG1527014 
 捐獻根除小兒痲痺基金 US$1,000

捐獻

2013-2014年度  WCS「越南中部貧童醫療矯治計劃」經費
2014-2015年度  阿奇可蘭夫會員

姓　　名：謝木土

夫人姓名：林新治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建築業 - 建設營造業
學　　歷：台北工專畢業

現　　職：入進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通  訊  處：基隆市武隆街 91 號 2 樓
電　　話：02-27647093
傳　　真：02-27674941
Email：o_cat1216@hotmail.com

地區總監

謝木土 Concrete

2016-2017 年度 3490地區總監簡介



板橋扶輪社

地區秘書

林金城 Jack

2016-2017 年度 3490地區秘書簡介

基隆東南扶輪社經歷
1988年 3月 10日入社

1989-1993年度 至澳洲工作

1994-1995年度 總務委員會主委、社區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1995-1996年度 國際服務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6-1997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7-1998年度 節目委員會副主委、服務夥伴暨青年服

務團委員會副主委

1998-1999年度 泰國清萊姊妹社委員會主委、膳食委員

會副主委

1999-2000年度 社刊委員會副主委

2000-2001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委、泰國清萊

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2001-2002年度 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職業促進委員會

副委員

2002-2003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3-2004年度 節目委員會主委、職誼委員會副主委、

友好社暨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社區發

展暨親手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年度 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

委員會委員、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膳

食委員會副主委、國際青少年委員會副

主委

2005-2006年度 理事、秘書、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建

物維修委員會委員

2006-2007年度 高爾夫球活動委員會主委

2007-2008年度 節目委員會主委、花蓮東南友好社委員

會副主委、高爾夫球活動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年度 助理糾察、聯誼委員會主委、大里兄弟

社委員會副委員、膳食委員會副主委、

扶輪行政委員會理事

2009-2010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

主委、文教基金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

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副社長、文教基金

委員會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社長、理事、文教基金委員會主委、建

物維修委員會主委

2012-2013年度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金委員

會委員、建物維修委員會委員、職業服

務委員會委員、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

2013-2014年度 理事、諮詢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委員

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副主委、汐止

社委員會主委

2014-2015年度 領唱、助理司儀、諮詢委員會委員、 

高爾夫委員會主委、總務委員會副主委

2015-2016年度 諮詢委員會委員、膳食委員會主委

2016-2017年度 諮詢委員會委員、文教基金委員會委

員、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職業訓練團

隊委員會副主委、出席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2012-2013年度 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2015-2016年度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員

2016-2017年度 地區秘書長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5-1996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1-2012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

姓　　名： 林金城
社　　名：Jack
夫人姓名：林葉選

所  屬  社：基隆東南扶輪社
職業分類：退職社友

通  訊  處：203 基隆市安一路 81 號
電　　話：02-24221799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姓　　名： 蔡富得
社　　名：Screen
所  屬  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1992 年 3 月 3 日
出生日期：1949 年 9 月 15 日
職業分類：網版印刷

現任公司：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職　　務：董事長

夫人芳名：林玹如

扶輪經歷
1992-1993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1993-1994年度 出席主委
1994-1995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持主委
1995-1996年度 理事、會計主委
1996-1997年度 理事、糾察主委
1997-1998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8-1999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高爾夫委員會主委
1999-2000年度 理事、秘書
2000-2001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持主委
2001-2002年度 理事、副社長、國際青少年計畫委員會主委
2002-2003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區發展主持主委
2003-2004年度 社長
2004-2005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理事、顧問委員會主委、聯誼委員會委員
2006-2007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獎助金委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日本姊妹社關係委員會主委、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理事、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職業認識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扶輪之友委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持主委、扶輪家庭寶眷委

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防止社員流失委員會主委、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2015-2016年度 理事、公共形象委員會主持主委、扶輪義工委員會

委員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1993-1994年度 保羅 US$1,000
1995-1996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00
2003-2004年度 永久 US$1,000
2012-2013年度 EREY-US$ 20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蔡富得 Screen

2016-2017 年度 3490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簡介



板橋扶輪社

姓　　名： 賴建男
社　　名：Otoko
所  屬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2011 年 5 月 1 日
出生日期：1973 年 4 月 5 日
職業分類：不動產管理

現任公司：冠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職　　務：負責人

夫人芳名：林淑容

扶輪經歷
2010-2011年度  社友
2011-2012年度  助理秘書、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秘書、理事
2013-2014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4-2015年度  社長、理事
2015-2016年度  顧問委員會主委、理事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2008-2009年度  US$100、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0,000
2009-2010年度  US$100
2012-2013年度  EREY-US$10
2013-2014年度  US$1,000、EREY-US$5
2014-2015年度  EREY-US$5、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50,000
2015-2016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30,000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賴建男 Otoko

2016-2017 年度 3490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簡介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5-16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許辰熙歸國報告
在轉眼間，就已經到要回國的時間了，

讓我回首看自己在土耳其的這段時光…

先來講講出發前的一段糗事吧 !我的機
票是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出發，並且於隔天

清晨抵達，但機票上並沒有寫二十五日的日

期，由於當初沒有與土耳其的轟家溝通清

楚，使他們在八月二十四日時來到機場等待

我，並打國際電話來詢問，之後更因為我的

英文程度不高和轟家的英文夾雜濃濃土耳其

口音，講了十分鐘才讓他們了解是隔天的班

機，所以超尷尬的…

八月二十五日抵達伊斯坦堡阿塔圖爾克

機場，下飛機第一眼看到土耳其的感想就

是：好多穆斯林啊。土耳其的人口有 98%
是穆斯林，然而由於是政教分離的國家，街

上女性大約只有一半是有纏頭巾的。與轟家

見面時首先向他們道歉關於讓他們白等一天

的事，還好轟家表示並不在意。

土耳其的學校是九月中才開學，在這裡

我就介紹一下我們學校吧 !
我的學校位於伊斯坦堡沙勒耶爾的 istek 

Kemal ataturk分校，學校名稱是以土耳其
國父：凱末爾命名的。學校是在 1985年設
立，至今有九個分校區，位於伊斯坦堡各

地。

開學日時我十分緊張，因為當時扶輪社

的土耳其文課程並尚未開始，我土耳其文的

程度也只有在台灣學過得幾句而已，所以怕

學校同學因為我不會土耳其文而不理我，幸

好學校同學十分和善，雖然彼此語言有些

不通，但我們仍用很破的英文和肢體語言聊

天，我也交了不少朋友。

過了一兩個月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時差 !一兩個月後開始想家想朋友，卻因為
時差晚台灣六小時而很難視訊聊天，所以我

只能把握時間在一放學直接回家，回到家時

台灣也已經十點了，利用一小段時間聊天。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

親。”王維的詩正道出我心情。在台灣時的

每次過年都是與家人一起團圓吃年夜飯，而

今天是第一次沒與家人團聚，心裡有著一陣

酸楚，交換學生的外表是十分光鮮亮麗的，

卻很少人能了解後面的辛苦。

土耳其文，是個困難的語言，有著元音

和諧和膠著語詞墜變化的規則，語法採用主

賓動，好運的是之前有學過些日文，所以並

沒有造成太多困擾，然而土語擁有尊稱與敬

語體系，所以在學習時是極難跨過的阻礙。

學校正式上課時也是用全土耳其文教

學，我被分到的是文組升學班，所以學校

課程都很艱深，無論是文學或是歷史都用一

堆專有名詞，我抱著土漢字典仍然完全跟不

上學校進度，幸好有同學願意邊用英文翻譯

讓我大致理解課程內容。而我唯一感興趣的

是數學課，在台灣時數學就是我的強項，而

我的程度在班上也算是十分前面的，所以我

翻辭典查會一些必要的單字後就跟著同學一

起測驗，而數學老師也是唯一會跟我互動的

老師，數學課就是一天中我最快樂的時間。

每天的數學課就有如沙漠中的綠洲般令人期

待。

一年轉眼很快就過去了，在這年中還讓

我體會了許多台灣體驗不到的事：與小巴司

機努力用土耳其文表示去捷運站 (如果不表
示會收三塊錢，說了就只要付兩塊 )，在玩
土耳其伺服器線上遊戲贏過有許多觀眾的土

耳其實況，我代表台灣在線上遊戲締造了輝

煌紀錄，因此還讓我結交了許多外國朋友。

感謝這一年中幫助我的人，尤其是

3490 地區 RYE 和板橋社的叔叔伯伯。雖
然這一年土耳其發生很多恐怖攻擊爆炸案，

但我卻很平安，感謝上帝給我這所有的一切

體驗，這一年，我不會因為我的歸國就此結

束，而會帶著它，這美好特別的體驗繼續豐

富我的人生。



板橋扶輪社

2015-16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洪宛儀歸國報告
Bank 社長，板橋社的各位 Uncle 大家

好，我是 15-16 年度到法國的派遣生洪宛
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法國為期一

年的交換生活。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在去年

的這個時候，我大概還在擔心我的簽證辦的

下來辦不下來，又或者能不能跟接待家庭好

好地相處。去年八月在機場的時候依依不捨

地跟家人說再見，但現在，我已經開始想念

我在法國新的家人們。

在我出發之前，我就有跟家人一起到過

巴黎，他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但是對觀光客

來說，巴黎人卻不是這麼友善。但是當我到

了里昂，我就深深的愛上這裡，雖然說是法

國的第三大城，他卻跟巴黎一點都不一樣，

我遇過的人，每個都很好，遇到困難也會對

你伸出援手。因為我來到了里昂，讓我對法

國的印象完全改觀，而我也有機會一窺法國

的美麗。法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多采多姿浪

漫的國家，這裏有非常多聞名世界的古蹟，

法國對於不同文化的包容性，真的讓我深深

感到佩服。

我的接待地區是一個大地區，包含里昂

到瑞士邊界，雖然說因為距離的關係，沒辦

法讓地區裡的每一個交換生都非常熟稔，但

是因為這樣，我的地區常常舉辦活動給所有

Inbound和 Outbound參加，讓我們在法國
的交換生活過得非常充實。我真的很感謝我

們地區舉辦這麼多有趣的活動。至於我的接

待社，我很喜歡他們，有趣的是，這一社全

部的社員都是男生，每次我去參加例會的時

候，他們都說，有一位年輕的小姐跟我們一

起用餐真好！我在第二次例會的時候，我也

跟他們做了一次介紹台灣的 PowerPoint，
他們聽完的以後，都對台灣很有興趣，問了

很多關於台灣的問題，也說終於知道台灣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做完那一次簡報之後，

我發現我的成長，在我還沒出國之前，我在

大家面前演講都會非常緊張，但是到了法國

之後，在學校有很多需要上台報告的機會，

這讓我慢慢地學會如何在大家面前有自信的

表現自己，讓我開始學會享受在台上的每一

分鐘。

我在今年就讀的學校叫 Assomtion 
Bellevue，雖然在其他交換生的學校，都有
好幾個交換生，而我的學校卻一個認識的人

都沒有，我卻覺得我很幸運，因為這樣，我

跟很多法國的同學變成好朋友，我也在我的

班上交到了我最好的朋友，跟其他交換學生

不一樣的是，他們都很討厭去學校，因為沒

有人會主動找他們說話，他們也覺得上課內

容很無聊，雖然我也覺得上的課聽不懂很

煩，但是我的好朋友們都會翻譯給我聽或陪

我聊天。讓我每天都很期待去學校。在這十

個月裡，我體驗了歐洲的教學系統，法國的

高中就像小一號的大學，已經是跟著自己的

興趣或專長去選擇班級選擇課程，除了主科

之外，還有很多選修的課程，比如說戲劇，

美術，音樂和許多語言課程。這真的讓我大

開眼界，法國人的成就完全不輸台灣人，或

許更勝一籌，但是他們不需要跟台彎的小孩

一樣，每天七點半就去學校，九點才能回

家。剛開始到法國我這樣說他們都很驚訝，

法國人覺得就是要又會讀書又要會玩才對。

這是我的第二

跟第三接待家庭，

我 的 家 庭 都 非 常

棒，尤其是下圖的

第二家庭，在我台

灣的家人到法國拜

訪的時候還邀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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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家裡吃飯，我跟我的轟姐感情就像我們

是親姐妹一樣，他對我非常好，他還說我隨

時可以衝到他的房間問他問題。當我在第二

家庭的時候，我做了一桌的台灣菜，雖然有

很多菜都是我第一次煮，但是以他們的表情

看來，我是做得很成功。

這是我跟第三轟

家一起到轟爸的爸

爸媽媽家的照片，那

時候，我跟他們一

起做了一些很好玩

的事情，也吃到了很多有趣的食物，這張照

片是九孔先排成圓形的，然後小樹枝堆上去

之後，用火燒十分鐘，在這十分鐘之內，我

們要不斷地堆小樹枝，讓火不會熄掉，然後

就可以吃了，這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烤海

鮮，因為我其實對海鮮一直都熱情不起來，

但這次真的讓我深深愛上。這張照片是我跟

轟爸跟轟弟一起去海邊撿小蛤蠣，他們都已

經來過很多次了，所

以一下就撿了很多

個，雖然我沒有撿到

很多，但是這真的是

一件在台灣沒辦法做

而且真的很有趣的事。

對我們在法國的亞洲 Inbound 來說，
最期待的就是地區為我們所舉辦的滑雪週末

了，週六一早，我們坐著遊覽車，看著外面

的景色漸漸變成一片雪白，大家也越來越興

奮。一下了車，主委就帶我們去滑雪了，但

是很多人其實都是第一次滑雪，所以我們有

點緊張，剛開始會覺得有點累，但當我們滑

到森林裡的時候，那景色是讓我感覺再累也

值得的漂亮。可惜的是，那時候我的雙手忙

著讓我自己保持平衡，所以沒有拍到照片。

第二天要回家之前，主委帶我們去溜冰，雖

然滑雪跟溜冰都是我第一次做，但是我卻不

是那麼喜歡溜冰，因為那地板真的滑的很可

怕，那時我跟巴西女生只滑了一圈就去看臺

上看大家溜了。Anyway，這個週末還是讓
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是我的交換生活裡

最棒的記憶之一。

對我來說，最期待的就是為期十二天的

大旅行了，在這十二天之內，我們去了很多

國家，也看到了很多只有在課本上才看得到

的地標，第一天我們到巴黎，今年的巴黎鐵

塔很特別，因為法國是 2016年度歐洲杯足
球錦標賽的主辦國，所以鐵塔的正中央有一

棵很大的足球，讓我們這些足球的 fans看
得很開心。第四第五天我們待在布拉格，也

是我在這短旅程中最喜歡的行程，兩天的早

上我們有兩個導遊帶我們遊覽整個城市，下

午就是自由時間，我們先到查理大橋拍照，

這是一座很有名的雕像，傳說摸了之後後給

你帶來好運。之後我們就到一家當地的餐

廳吃飯，我跟朋友和點了一盤豬腳，這真的

非常好吃，我們一開始吃就停不下來了，而

且一點都不貴，我們都吃得很開心。當然，

在這段旅程之中，最棒的就是交到很多新朋

友，因為這次旅行是我們 1710地區跟 1780
地區合辦的，有些人是上次小旅行就一起玩

的，這次能再遇到對方，我們都很開心。

經過了一年，發生過很多大大小小的

事，有不好的，但大部分都是好事。其中讓

我最感動的就是交到很多很知心的朋友，這

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從世界各國來的

交換生到了同個國家，變成了好朋友，又彼

此約定要去對方的國家找對方。在我要回家

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有人來訪，轟爸去開門

後就叫我過去，我原本以為他叫我過去打招

呼，但是門一開我看到我最愛的第二轟家跟

一大群朋友，我真的很驚訝也很開心，轟姐

說 Surprise!!!因為我們有些人明天不行去機
場送你，所以我們都過來給你一個驚喜！我

那時才知道為什麼我傳訊息給轟姐，他都沒

有回我！那天我們一起吃晚餐，一起聊天，

雖然真的過得很開心，但我們都知道，在開

心的時光都會結束，我們都要說再見，要回

家之前，我們每個人都抱在一起，他們都說

會來台灣找我玩，雖然到我們都見面可能要

過很久以後，但這是一個我永遠都不會忘

記，也是最美麗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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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交換對我來說，是我有史以來

做過最正確的決定。我在機場準備回台灣的

時候，我的轟媽跟我說，這絕對不是一個再

見，這只是暫時的分開，我相信我們一定會

再見面的！將來，你會跟你的小孩說，這

一年有多麼的美好，讓他也體驗跟你一樣的

生活。當我走到候機室，我認真的想著這句

話，他說的真對，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

年，我絕對不會忘記的回憶。當然，在這個

美夢的背後，我要感謝非常非常多人的努

力，我要謝謝我的家人，支持我做的任何決

定，在我出國逍遙一年時，也不能鬆懈的照

顧另外一個人。我也要謝謝板橋社，謝謝你

們願意送我出去當交換學生，願意讓我出去

代表台灣代表板橋

社，我才能有一個這

個這麼美好的一年。

2016立法會議 -相關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選舉

贊同總監選舉的挑戰。贊同挑戰候選人的扶輪社數增為，必須有地區內其他 10個社，或地
區內扶輪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且以二者之中較多者為準。唯有在該年 7月 1日時已成立
至少 1年之扶輪社得以算入為可以贊同挑戰的總數中。（16-71）
社員

規定與資格。扶輪社可自主決定有關轉社社員、雙重社籍社員及名譽社員的規定或資格條

件。但社亦可繼續遵照傳統性的規定。成為社員的唯一資格條件為，社員必須是表現品行

端正、正直、領導力；並在事業、專業及 /或社區有好聲譽，且願意在自己及 /或世界各地
社區服務的成年人。（16-36、16-38）
新社員種類。扶輪社可將準社員、企業社員、家庭社員或其他的社員種類納入該社。如此

的扶輪社，為了將新種類的社員涵蓋於扶輪社繳款通知，呈報扶輪時需將他們歸入「現

職」社員。有關財務義務（社費、餐費等）、出席以及參與服務活動的規定，則由扶輪社決

定。但，唯有現職社員有資格成為職員，並算為該社應有的投票權人數。（16-36）
在扶輪社與扶輪青年服務團之雙重社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可同時持有扶輪社社員及

扶青團團員的身份。（16-40）
有關轉社社員的聲明。對另一社有欠費的潛在社員，沒有資格成為社員。扶輪社必須確證

有意入社的前社員，對其所屬的前一社沒有任何欠款。如果一社要求轉社社員或前社員所

屬的前扶輪社提供該社員是否欠費的聲明，前屬社必須在 30天以內提出。如果要求之後
30天內未有聲明提出，將視同該社員未欠任何款項。此項變將納入 RI細則，但不重復載於
模範扶輪社章程。（16-51）
新社

創社社員人數的最低限。新扶輪社的創社社員人數應為至少 20名。（16-83）
暫停

暫停社籍。扶輪社可以暫停社員社籍的日數為最多 90天。當暫停期間終了時，理事會必須
決定終止該社員的社籍或回復社籍使其成為現職社員。遭暫停社籍的社員有權進行上訴、

請求調停或交付仲裁。（16-49、16-50）
因採取法律行動遭終止會籍。若有社員在該社用盡所有扶輪規定之解決方法前，起訴或維

持控訴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包括理事、保管委員、職員、以及雇員，該社可能遭到扶

輪社及地區支援（CDS），2016年 6月 4暫停或終止會籍。立法會議亦闡明了 RI理事會針
對重復提出選舉控訴的地區可採的措施。（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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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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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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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16名
出席人數：55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1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rain, Franklin, Hitachi, Infinity, Joe, 
Seven, Tech, Tiger, Tile, Wealth,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Leo社長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C.P.Ali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P.Joh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P.Ming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I.P.P.Scott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E Stanley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N Peter Chi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Alex祕書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Lucky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Jetina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Alina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董舒婷 女士 2015-2016年度 
Outbound學生家長 本  社

洪宛儀 同學 2015-2016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 本  社

許辰熙 同學 2015-2016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一般捐款 

Bank
1.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2.歡喜 Timmy來例會  
3.歡迎宛儀和辰熙歸國報告

3,000

Lion 歡迎板橋群英社社長 Leo率隊
來訪

1,000

Victor 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1,000

Timmy 1.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2.很久沒有來例會歡喜 2,000

Jyi-Lih
1.歡迎群英社廖社長帶團來訪 
2.  出國回來歡喜板橋社 7/1未
能參加就職典禮

4,000

Bueno

1.  歡迎板橋群英社廖社長帶團
來訪 

2.  歡喜 PP Glue德淵企業 40
週年慶

2,000

Torque 歡迎板橋群英社 Leo社長及社
友來訪

1,000

Archi 歡迎板橋群英社社長 Leo率隊
來訪

2,000

Kai 生日快樂 1,000

Lucky 歡迎板橋群英社社長 Leo率隊
來訪

1,000

Miller 歡迎板橋群英社社長 Leo率隊
來訪

1,000

Glue
1.在我任內成立板橋群英社  
2.Leo社長、CP Ali帶社友來訪  
3.歡迎 RYE交換學生精彩演講

3,000

Lawyer 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1,000

Gas
1.歡喜新的團隊成形 
2.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3.恭喜德淵企業成立 40週年

3,000

A Cheng 歡迎板橋群英社社長 Leo及
CP Ali及社友來訪 1,000

Mark 結婚九週年歡喜 1,000
板橋群英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31,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Carbon RYE學生洪宛儀回國報告 1,000

Terry 1.歡迎同學與好友來社訪問 
2.歡迎 Outbound學生平安回來 2,000

Wireless 總歡喜 2,000

Stock 歡迎群英社社長 Leo及 CP Ali
率團來訪

1,000

Art 7/15生日快樂 1,000
Trust 7/20生日快樂 1,000
Infinity 7/14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9,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577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28 日

●   社務會議

本 週 節 目　第 2576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21 日

★謝木土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會晤

11:30-12:15 社務行政會議
12:15-12:50 餐敘
12:50-13:50 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