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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敬祝生日快樂
張煥章 前社長夫人 (08.27)P.P.Archi夫人
楊博顯 社友夫人 (08.31)Steven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瑤國 社友 (70.08.27)Life ♥
劉真珠 女士 (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
陳永洋 社友 (92.08.31)Tile ♥
秦雅琪 女士 (結婚十三週年紀念日 )

扶輪基金捐獻
盧政治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紀清田前社長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邱冠舜 社友 保羅哈理斯 美金一仟元

指定用途捐款
盧政治前社長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 參萬元

Vol.50 No.9

板橋南區社 O.B.S社長組團蒞臨訪問 2016.08.18

Bank社長與板東社社長
合唱

2016.08.10 Bank社長帶隊訪問圓滿成功

褓姆 PP Lion致詞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例會記要 2580次例會
（8月 18日）

專題演講摘錄 - 
安地列斯之珠： 
海地見聞 –以感恩的心 
從分享外交專業經驗談起

駐法國特任大使 呂慶龍 博士

安地列斯之珠 -海地見聞
一、現代生活新思維：溝通世代與網路世界

二、感恩與惜福：歐洲難民與恐攻些許省思

三、 中華民國與海地國家發展經驗：慈眼視
眾生，努力就有機會

四、 海地：歷史背景與現實生活從食衣住行
育樂談起

五、我的生活競爭力與樂觀務實的智慧 
六、天助人助：自己是最重要的貴人

中華民國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Haiti
國家：海地共和國

館名：海地共和國大使館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HAITI
地址： 11157 臺北市天母西路 62巷 9-1號

8樓 
8F, No. 9-1, Lane 62, Tianmu W. 
Rd., Taipei 11157, Taiwan, R.O.C.

電話：2876-6718
傳真：2876-6719
�館長：庫珀 大使 (女士 ) 

H.E. AMBASSADOR RACHEL COUPAUD
EMAIL：haiti@ms26.hinet.net

海地地圖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扶輪社推薦受獎學生之原則

一、 各社每年 11月底推薦期限前捐獻金額

達：

(1)新台幣 20萬元者，可以扶輪社之名

冠名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2)新台幣 15萬元者，可以扶輪社之名

冠名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二、 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辦理，捐款人如

要指定特定人或特定院校系所時，應予

尊重。

三、 推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

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

者視同優先推薦。

四、 各扶輪社即令無捐款或未達優先推薦之

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

得統籌全地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

(※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 )評選該

地區受獎學生。

五、 各地區總監在競爭性評選中，如遇有歷

年捐獻較熱心之扶輪社推薦獎學生，而

條件相同時應予優先考慮。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推薦學生，截止日期為 9

月底，感謝。



板橋扶輪社

社區服務 ~ 贊助新北市地區 
身障人士橫渡日月潭
新北市身心障礙泳游協會成立至今會

員共計約二百多人，每人皆以挑戰橫渡日

月潭為最終目標，深深期望每位身障朋友

們不要放棄自己，別人能的事情您們也能

做，讓我們在相互扶持和鼓勵下，勇敢迎

自不同的挫折，相信成功總有一天是屬於

您們的，只有愛自己進而努力不懈的人，

才有權利享受成功的幸福滋味 !
是日由 Bank 社長帶領 Stock 祕書、

Schooling社區主委共同參與此項具有義
意之社區服務。

RYE Inbound 學生 Sophia CASTRO  
JARDELINODACOSTA

Sophia CASTRO JARDELINO DA COSTA(女 )
Brazil, D.4500
中文姓名：汪書菲

派遣社：Recife � Brum RC
接待社：板橋社

學校：台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交換期間：2016.8~2017.7

總監來函照登
主旨：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6-2017年度

「地區成年禮」活動，請 查照。
說明：

一、 為了使地區內之青少年及 Inbound學生
能夠更了解台灣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

並提升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責

任感，進而對於扶輪有更深一層瞭解與

認識，故舉辦此活動，請各社鼓勵扶輪

社友或非扶輪社友之家庭青少年踴躍報

名。並請留意如於已參加過此活動者，

請勿再次報名。

二、 活動時間：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中午 12:30報到。

三、 活動地點： 宜蘭孔廟 (宜蘭縣宜蘭市 
新興路 170號 )

四、參加對象：16-20歲之青少年

五、 參加人數：依照各社 7月 1日之社友人
數 (不含寶尊眷社友 )扶輪社人數為 81
名 (含 )以上之社，報名人數為 5位。此
外，本活動將列為 Inbound學生之地區
文化活動，因此本年度 Inbound學生須
全部參與，報名將由 RYE委員會統一報
名，並且不影響到上述各社扶輪社報名

之名額。

六、報名方式：填寫線上報名表

七、 即日起至 2016年 09月 09日 (星期五 )
止完成線上報名、同意書暨感恩詞與期

勉詞 (電子檔Word，請勿傳真 )回傳至
地區辦公室。如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期末

能提供參加人選，不足名額統一由地區

成年禮主辦單位，邀請弱勢家庭品學兼

優之青少年參加。

八、 活動經費：依各社 2016年 7月 1日之社
友人數 (不包含寶尊眷社友 )，每名社友
新台幣兩百元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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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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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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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名　免 計 出 席：10名
缺席人數：13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 Boss, Duke, Frank, Food, Golf, Hitachi, 
Infinity, Joe, Land, Sticker, Turst,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呂慶龍 博士 駐法國特任大使 本  社
O.B.S社長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A.G. Screen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P.P. Success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P.P.Fan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P.P. Painter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Area社長提名人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Bruce祕書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David社友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Jun社友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I-Guard社友 板橋南區扶輪社 本  社
陳緯勝 負責人 碩品商標事務所 本  社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45,000
Jet 第一期 4,250

累計 249,250

一般捐款

Bank 歡喜板橋南區扶輪社 O.B.S社長
帶團來訪

1,000

Lion 歡喜板橋南區扶輪社 PP 
Success及社長 O.B.S帶團來訪 1,000

Jyi-Lih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amie

感謝社長、PDG Carbon、PP 
Bueno、PP Lukcy、副社長
Wireless及社友們送機及祝福，
Zeo平安抵達美國轟家

5,000

Care Franklin第一次代理出席 1,000

Franklin 歡喜第一次代理出席報告，感謝
有學習機會

1,000

Judge 感謝祝賀內人生日快樂 1,000
板橋南區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  計 1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歡喜 Franklin第一次出席報告
2. 歡喜板橋南區社 PP Success
蒞社來訪

2,000

Wine 歡喜板橋南區社來訪 1,000
Max 8/24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tone 歡喜板橋南區社來訪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光復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典禮
時間： 105年 8月 28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報到 10：30開會
地點： 光復高中地下室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7號)

~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一同參與 ~

第一次讀書會
時間： 105年 9月 8日 (星期四 )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研讀書籍：未來20 年歐洲變革大預測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
例會續盟典禮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 105年 9月 10 日 (星期六 )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 台北花園大酒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

本 週 節 目　第 2581 次例會
105 年 08 月 25 日

●   社務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82 次例會
105 年 09 月 01 日

●   主講人： 攝影講師 周兆志 老師
● 講題： 影像。從心
●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前社長
● 土城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