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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捐款
黃志光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江能裕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張泰西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汪俊男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黃志光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急難救助金
 伍仟元

江能裕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急難救助金
 伍仟元

敬祝生日快樂
黃永昌 社長 (42.11.17)Bank
曾文淵 社友 (34.11.21)Smile
徐維志 社友 (48.11.22)Infinity
莊志翔 社友夫人 (11.20)Duke夫人
林新乾 社友夫人 (11.23)Fandi夫人

感  謝  您
感謝 陳山志社友於秋旅時贈送與會人員每
人一份台南特產 -現煮菱角。

感謝 陳瑤國社友贈送全體社友 2017年度記
事本。

感謝 黃志光社友於 11月 3日例會請與會社
友享用麻油雞及油飯。

感謝 商村田社友免費提供本社創立 50週年
貼紙。

感謝 孔繁文社友贈送全體社友「新新世代
經營者必備的護符」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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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孔繁文 社友 當選

榮譽國民楷模

國際服務暨世界社區服務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菲律賓嗎拉汶姐妹社訪問暨 

醫療捐贈計劃十一月十六日啟程
在 Bank 社長及 Archi 國際主委積極邀

約，本社訂於十一月十六日 ( 星期三 ) 啟
程，參加菲律賓嗎拉汶姐妹社例會及兩社共

同社區服務醫療捐贈計劃。此次在嗎拉汶姐

妹社的安排下，共計五日，行程中順道遊

覽馬尼拉、馬卡蒂等著名景點，預計十一月

二十日 (星期日 )返國。
此 次 出 訪 團 員 計 有 Bank 社 長、

P. P. A r c h i、P. P. O r a l、P. P. To r q u e、
P.P.Lucky、P.P.Lawyer、Stock 祕 書、

Michael 社友、Kevin 社友、Family 社友、
Ortho 社友、Stone 社友、Care 社友及千
金、Tiger社友、Pipe社友，於此謹祝旅途
愉快，一路順風。

訪問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 105年 11月 22日 (星期二 )  

中午 12：30
地點： 六社共同會議室
出席人員： Bank社長、P.P.Miller、

P.P.Glue、Gas社長當選人、
Stock祕書、Green、Implant、
Tiger、Mark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7 週年慶典
時間： 105年 11月 24日 (星期四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始
地點： 彭園會館三重店4樓宴會廳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號4樓)
出席人員： Bank社長、Gas社長當選人、

Stock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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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記要 2591次例會
（11月 3日）

專題演講摘錄 - 
最好的服務園地 
－扶輪青少年服務計劃

福群律師事務所王叔榮 主持律師

扶輪的服務

社務服務—例會、內輪、家庭懇談。

職業服務—提升職業道德、四大考驗。

國際服務— Polio捐助、大使及和平獎學金、
全球獎助金計劃。

社區服務— 鼓動馬拉松、腳踏車風潮、捐贈
復康巴士、認養扶輪之子。

青少年服務— 扶青團、扶少團、領袖營、青
少年交換、新世代聯誼。

扶輪青少年服務的宗旨

＊分享成功者的職場與人生經驗。

＊學習領導 /被領導、分工合作的領導能力。
＊啟發關懷社會的方法與能力。

＊學習扶輪的精髓。

目標：培育未來領導人

扶輪的精髓

◎扶輪精神：服務、友誼、包容

◎四大考驗： 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扶輪座右銘： 服務越多，獲益越大。 
超我服務

扶輪青少年服務的精義

每家企業都追求榮景相傳，每個國家也期盼

興盛永續，關鍵就看 --如何培育未來領導
人？

＊扶青團 &扶少團 &青少年交換 &扶輪之子
認養，是培育未來領導人的最好方法。

＊推展扶青團 &扶少團 &青少年交換 &扶輪
之子認養，是每個扶輪社 (友 ) 獻給世界最
佳的禮物，也是我們留給子孫最佳的禮物。

扶輪的青少年服務

國內扶青團、扶少團、RYE現況

超值的服務

※個人利益

＊增添「義子女」的捷徑

＊沒有「收養」的負擔

＊沒有「認領」的風險

※公共利益

＊協助推展國民外交

＊促進瞭解文化交流

＊增進國際瞭解、親善與和平

※付出越多，獲益越大！

扶輪之子認養計劃的宗旨

◎針對國小、國中、高中階段需要幫助的清

寒學子，提供持續性的贊助與關懷。

◎改進傳統頒發獎學金的浮面效益。



板橋扶輪社

◎提供適度的社會關懷，是避免清寒學子步

入歧途的重要援手。

扶輪之子認養計劃的內涵

◎源自 D3510。
但是，2014-15 在 D3460地區發光發熱，
84社共贊助 1660名學子；隔年增至 1992
名。

◎贊助金 1千 /月 (1.2萬 /年 )，建議每學期
訪視 1~2次。

◎除非學生表現不佳，建議持續贊助至高中

畢業。

◎鼓勵積極性輔導，如接待到公司工廠參觀

並鼓勵。

◎設定目標：例如 6年內全體社友都是認養
人。

◎邀請非社友參與認養，就是創造潛在社友。

扶輪青、少年服務計劃互補加乘的效果

◎扶少團 & RYE & 青少年領袖獎。

◎扶青團 & NGSE & 新世代聯誼。
◎扶青團 & 扶少團 & 扶輪之子。

服務的樂趣 (非單純的捐助 )
一、表示自己行有餘力

二、印證自己還有被利用的價值

三、實踐行善的心願

四、證明自己身心都健康

五、最大的受益—心安

服務的原則

•以弱勢者的需求作為服務的核心，而不是為
了有服務計劃而服務。

•以被服務者方便受惠的方式，作為有效服務
計劃的執行重點。

•服務計劃的持續性，是服務的生命力。

結語

多從事公益服務

享受心靈的愉悅與平安

避免「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的遺憾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花絮

主辦社 Bank 社長致詞

趣味競賽 ~疊疊樂

趣味競賽 ~時代巨輪

帶動跳 ~大家動感的舞姿 聯合登山圓滿成功 !!

趣味競賽 ~同心協力球

榮獲趣味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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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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次例會 11/3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2名
出席人數：47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10名　出　席　率：89%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 Banker, Boss, Frank, Franklin, Genial, 
Jia-Pin, Land, Money, Park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王叔榮 主持律師 福群律師事務所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38,750
A Cheng 第一期 2,250
A Cheng 第二期 4,250
Implant 第二期 4,250
Shi-Lo 第一期 4,250
Shi-Lo 第二期 4,250
合計 21,250
累計 660,000

一般捐款

Bank 1.夫人生日快樂 2.買時間 2,000
Ocean 結婚週年快樂 2,000
Book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Charles
1.夫人生日快樂 
2.恭喜Wealth成公，歡喜 
3.結婚週年快樂

3,000

Lucky 恭喜Wealth做阿公 1,000
Terry 生日快樂 1,000
Service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Wine
1.生日快樂  
2.最近工作較忙，出席率較差，
請大家多多包涵

2,000

Archi 感謝 PP Lawyer蒞臨演講 1,000
Tiger 代理出席，Family代理聯誼 1,000

Johnny 1.生日快樂  
2.當選榮譽國民楷模 2,000

王叔榮 歡喜代理糾察 3,000
合計 2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Jet 感謝 Family代理我請假之聯誼
工作

1,000

Stone 歡喜 Tiger代理糾察 1,000
Family 歡喜代理聯誼 1,000

Art 11/12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時間：105年 11月 03日 (星期四 )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黃永昌  社長   紀錄：賴宏榮  秘書
出席： 黃永昌、陳福源、阮良雄、賴宏榮、

林當隆、張煥章、薛銘鴻、劉紹榮、

王經祿、汪忠平、江能裕

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原訂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中午
之第二五九八次例會，為舉辦板橋

扶輪社扶輪家族歲未感恩慈善音樂

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於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
集會堂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扶輪家族感恩音樂會募捐結餘部

分，10萬元捐贈扶輪公益網，其餘
撥入本社社區服務使用。

決　議： 通過，結餘款撥社區服務經費部
分，捐贈單位由新北市政府推薦。

本 週 節 目　第 2593 次例會
105 年 11 月 17 日

●   主講人：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呂佩玲 副主任

●   講題：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應用
●   節目介紹人：林福安 社友

節 目 預 告　第 2594 次例會
105 年 11 月 24 日

● 社務會議
● 召開發展策略委員會

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