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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6年 2月 25日 (星期六 )
地點： 力馬生活工坊 

(苗栗縣造橋鄉慈聖路二段280巷11號)

~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踴躍參加 ~

當天行程如下：

7：2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7：30 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9：00苗栗向天湖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向天湖 )
10：30南庄老街
12：30龍華小吃享用中餐 
  (苗栗市金龍街 122號 )
14：30明德水庫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路 )
16：30力馬生活工坊

敬祝生日快樂
黃　檉 社友夫人 (02.03)Tech夫人
楊明炎 前社長夫人 (02.04)P.P.James夫人
何溪泉 前社長夫人 (02.10)P.P.Lucky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紹榮 前社長 (64.02.02)P.P.Alex ♥
賴麗雲 女士 (結婚四十二週年紀念日 )
李文良 社友 (68.02.09)Skin ♥
施彩雲 女士 (結婚三十八週年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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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團拜暨女賓夕
時間： 106年2月12日(星期日)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 敬邀全體社友、夫人踴躍參加 ~

例會記要 2602次例會
（1月 19日）

專題演講摘錄 -社長筆記 - 
我在扶輪社擔任社長的日子

合威實業有限公司 朱福民 負責人

封面語摘 
在扶輪社獲得的快樂是「眾樂樂」，而

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成就是「獨樂

樂」，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加入扶

輪社這樣的公益團體的原因，也就是這個社

團迷人的地方，這些可能是當了社長後比較

深刻的體會吧！

封底語摘 
對於社團之參與和運作，其實就是人際

關係與個人心志之考驗，其方法用之於個

人、家庭、事業，莫不相同。擔任社長期

間，以服務社群為宗旨，自覺獲益良多，乃

抒發一己之心聲，就教於諸前輩先進，並祈

有幸與後進者切磋研習，俾能薪火相傳，共

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實乃畢生之榮

幸也。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扶輪的座右銘「超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與扶輪的四大考驗（1. 是否
一切屬於真實？ 2.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利
益？），長遠以來，便深植於全世界所有社

友心中，無形中已成為這非政府組織的文化

與倫理。歷任國際扶輪社長都以增加社員來

擴大組織、鼓勵並強化社員做社會服務、鼓

勵扶輪基金捐獻來服務人類與扶輪的志業－

－根除小兒麻痺，這四大工作目標，來訂定

年度主題與執行方式。我也鼓勵將來的準社

長也能以此作為參考的依循。

雖然這只是一個擔任三十三年歷史的扶

輪社社長筆記，但我相信土城扶輪社可說是

台灣大部分扶輪社的縮影，甚至是亞洲、乃

至於全世界大部分扶輪社的縮影。所以推薦

扶輪社友，有機會可用很輕鬆的心情閱讀，

讓您更了解扶輪；同時有機會介紹給即將加

入或潛在的社友閱讀，對台灣扶輪有初步的

認識與了解。

在擔任社長提名人（PN）、社長當選人
（PE）以及就任社長（P）期間，對社團
的參與會有一些看法、想法，就提筆記錄了

下來。沒想到成章五十二篇、近十萬言，再

加上卸任後因時空移轉，心境有所不同，又

對全篇理念做了些修改，但真正想表達的，

仍然秉持初衷，並無二致。因而體會到，凡

事皆有其一體之兩面，要看從何角度加以觀

察。所謂「是非善惡，禍福相生」，往往繫

於一念之間，古今皆然，不可不慎。

對於社團之參與和運作，其實就是人際

關係與個人心志之考驗，其方法用之於個

人、家庭、事業，莫不相同。擔任社長期

間，以服務社群為宗旨，自覺獲益良多，乃

抒發一己之心聲，就教於諸前輩先進，並祈

有幸與後進者切磋研習，俾能薪火相傳，共

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實乃畢生之榮

幸也。文中或有不同觀點、或有謬誤，尚祈

包容、指正。

第一章　新官上任

1.最光榮的一天 
2.授証與交接大典 
3.為何要加入扶輪社 
4.幸運的一群
5.新進社友的質與量 
6.社友的英文姓名 
7.是否真實－－扶輪社的宗旨與考驗 
8.教練與指揮家 
9.組織倫理與組織文化 
10.雙贏的哲學 

第二章　愛的鼓勵

11.領導者的思維 
12.模擬機的訓練 
13.禮尚往來 
14.來做生意的 
15.主講者的尊榮 
16.語言的迷思 
17.春秋季郊遊的體會 
18.高爾夫球好好玩 
19.酒國英雄 
20.扶輪與家庭 

第三章　核心價值

21.金錢的價值－－出錢篇 
22.出席率－－出席篇 
23.理事會成員的貢獻－－出力篇 
24.地區團隊訓練研習會 
25.前社長的典範 
26.向執行秘書致敬 
27.時間還剩一分鐘 
28.時間可以買嗎 
29.講話前需要先唱名嗎 
30.音樂的饗宴與敬酒文化 

第四章　衷心期許

31.Just do it 在扶青團的講話 
32.每一分錢都要算清楚 
33.社刊的社友排名 
34.別讓社長為難 
35.衝突可免 
36.祝福您 
37.權力的來源 



板橋扶輪社

38.認真但不可當真 
39.扶輪大家庭、情誼永相隨 
40.這是咱的扶輪社 

第五章　日久生情

41.扶輪知識登高望遠 
42.保姆社的臍帶關係 
43.國際姊妹社與國內兄弟社 
44.國際扶輪社 RYE交換學生 
45.地區獎助金與全球獎助金 
46.頒獎是大事 
47.兄弟情、赤子心 
48.悼念亡故社友 
49.光耀扶輪，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50.卸任的日子到了 

第六章　薪火相傳 
51.扶輪公益服務 
52.他山之石

時間：106年 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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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久雄、張瑞仁、林當隆、張煥章、

薛銘鴻、王經祿、羅浚晅、江能裕、

蔡居祥、邱冠舜

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有關林文鐘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原訂二月九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
二六○五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

社春節團拜暨女賓夕，變更例會時

間於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於板橋吉
立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原訂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中午之
第二六○七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

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變

更例會時間於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
六 )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未來社長產生的評選方式，提請討
論。

說　明： 建議除了扶輪年資，對社齡 10年上
之社友加列年資 +年齡之排序，兩
者並陳作為評選參考。

決　議：通過。

第六案：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之永
久委員資格建議採捐贈金額累積達

20萬以上，即列為永久委員，提請
討論。

決　議： 提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委員會
修改章程，再提請理事會通過。

第七案： 有關社友個人事業或家庭的突發狀
況以致無法參與扶輪社，積欠社費

亦無力繳交，提請討論。

說　明： 社友因突發狀況致使無法參與社務
及無力繳交社費，屬無法預期並且

亦不樂見之情況。就社籍而言，

其處理方式，應先予以停止，以避

免持續累積社費；就其所積欠之社

費，建議由歷屆結餘款予以沖銷。

決　議：1.通過。
　　　　2.  請執祕每月應提供社友繳費狀況

予社長、祕書及會計，針對積欠較

久之社友，應積極提醒定期繳交，

避免累積數期才繳交之情形發生。

第八案： 有關洪豐民社友之本社社籍案，提
請討論。

決　議： 洪豐民社友，經停權後其本人失聯
無法聯繫，長期未履行社員義務，

亦無法繼續履行社員義務，決議免

除社籍，Rl社籍亦註消，相關積欠
社費依第七案之決議原則辦理。

一月份理事會議程

社區服務 ~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 106年2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0：00
地點： 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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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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次例會 1/19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名　補出席人數：18名
出席人數：53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 6名　出　席　率：93%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 Frank, Max, Park, Skin, 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朱福民 負責人 合威實業有限公司 本 社
TAKASHI 
FUKUNAGA 日本戶田扶輪社 本 社

KOSHO 
MIYAKAWA 日本戶田扶輪社 本 社

依田有美子 小
姐

東武旅行社 本 社

王惠卿 小姐 新亞旅行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23,250
Bank 第三期 50,000
Gas 第三期 17,500
Service 第三期 4,250
Stock 第二期 6,250
Stock 第三期 6,250
Ocean 第三期 4,250
E.Fu.Ku 第一期 6,250
E.Fu.Ku 第二期 6,250
Green 第三期 4,250
Gyne 第三期 4,250
Judge 第三期 4,250
Jyi-Lih 第三期 4,250
Lucky 第三期 6,250
Sticker 第三期 4,250
Syo-Tei 第三期 4,250
合計 132,750
累計 956,000

一般捐款

Bank 1.歡喜戶田社來訪 
2.很高興 Golf及 Seven參加例會 2,000

Printer 歡迎明天晚上 6：30新莊典華參加
我兒子的結婚晚宴

2,000

Kevin 生日快樂 1,000
Service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even 很高興看到大家，歡喜 1,000

朱福民 講師費回捐 3,000
合  計 1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歡迎 Golf及 Seven參加例會 5,000
Jet 歡喜戶田社社友來訪 1,000
Truck 歡喜 Seven回來參與例會 1,000

Steven 歡喜 Seven、Golf參加 106年例
會

2,000

A Cheng 1/30生日快樂、1/26結婚週年快
樂

2,000

Park 1/20生日快樂 1,000
Torque 1/30生日快樂 1,000
Timmy 1/20夫人生日快樂 1,000
Frank 1/27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1/28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6,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605 次例會
106 年 2 月 9 日

●  原訂二月九日 (星期四 )中午之第二六○
五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春節團拜暨

女賓夕，變更例會時間於二月十二日 (星
期日 )於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本 週 節 目　第 2604 次例會
106 年 2 月 2 日

● 主講人： 荒野保護協會鄭文欽推廣講師
● 講　題： 發現溼地之美
●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節 目 預 告　第 2606 次例會
106 年 2 月 16 日

● 主講人：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汪忠平 合夥會計師

● 講　題：嘉威人・扶輪情

● 節目介紹人：何溪泉 前社長
● 召開 2月份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