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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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媽媽牛奶故鄉 

(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5鄰上山下2號)
14：30 功維敘遂道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里福星山 9號 )
16：30 力馬生活工坊 

(苗栗縣造橋鄉慈聖路二段280巷11號)

春季旅遊 
八仙山森林•華陶窯•永豐棧 

渡假二日遊
時間：106年 3月 4-5日行程：
第一天  板橋→台中  宿：永豐棧酒店入住
早上 6：5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7：00  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 

 馥華飯店集合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谷關四季溫泉泡湯樂】

早餐：MOS早餐  午餐：龍谷餐廳  
晚餐：飯店阿利海鮮

第二天  台中→板橋
【台中歌劇院參觀】、【戀戀 ~華陶窯】
早餐：中西自助早餐  午餐：華陶窯
晚餐：上海鄉村 (第三次爐邊會 )

2017-2018 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暨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 106年 2月 19日 (星期日 )  
上午 9：30報到 10：00開會

地點： 新莊典華六樓 
(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

參加人員： Gas社長當選人、P.P.Torque、
Park、Green

敬祝生日快樂
黃浴期 社友 (40.02.18)Jimmy
陳永洋 社友 (63.02.18)Tile
曾文淵 社友夫人 (02.23)Smile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阮良雄 副社長 (67.02.22)Wireless ♥
趙如玉 女士 (結婚三十九週年紀念日 )
羅浚晅 社友 (85.02.22)Brain ♥
許婉慧 女士 (結婚二十一週年紀念日 )

謹悼
詹智民社友令堂詹吳宝蓮老夫人慟於

106年1月26日壽終內寢，享壽70歲，

噩秏傳來，全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

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黃永昌

暨全體社友  
敬輓

◎ 告別式訂於 2月 21日 (星期二 )上午九時假
新北市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Vol.50 No.30

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6年 2月 21日 (星期二 )  

上午 10：30報到 11：00開球
地點： 寶山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寶新路二段

465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Bank社長鳴鐘開會

 Judge社友二胡表演

書菲領取 2月份零用金

猜燈謎，社友及夫人非常踴躍搶答

板橋扶輪社，祝全體社友及夫人情人節快樂 ~

財神到 ~好運到 ~

春節團拜暨女賓夕花絮

社區服務 ~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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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扶輪社 
輔導成立衛星扶輪社說明會花絮
時間： 106年2月12日(星期日)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扶輪社

※ 衛星社基本概念及注意事項
一、什麼是衛星社？

˙就是社中社，類似扶輪社與扶青團關係。　
˙衛星社社員是：輔導社 (母社 )社員，也是扶輪社社員。
˙衛星社在「條件俱備」及「有意願」時，被鼓勵申請成為正式的扶輪社社友。我們
可將衛星社視為撫育新社友的搖籃。

二、 衛星社的社名：可以加上「Additional Qualifier」附加修飾或賦予意義之名稱，例如：
新北市板橋衛星扶輪社、新北市板橋眷屬衛星扶輪社、新北市板橋週末衛星扶輪社、

新北市板橋第一衛星扶輪社、新北市板橋車站衛星扶輪社，各社可成立的衛星社數量

不限。

三、 衛星社可以為網路社 (但是網路社不能成立衛星社 )，例如：新北市板橋衛星網路扶輪
社。

四、衛星社的例會及出席率計算：

˙依扶輪社模範章程規定，在其社員決定之地點、日期及時間，定期舉行例會。
˙參加扶輪社的服務計畫，各式集會及活動，都可計為出席。
˙獨立舉行例會，不與輔導社合併例會。

五、衛星網路社：

˙可以不需要舉行實體例會。　
˙要設定固定網址。　
˙訂定日期，舉行網路上互動式例會。
˙社員上網時間須超過 30分鐘。

六、衛星社的所在地：

˙應與輔導相同或在其周圍區域。　
七、衛星社的職員：

˙衛星社最高職員為主席，其他為甫卸任主席、主席當選人、秘書及財務（現為 4人）
˙理事會的組成，由職員及其他社員 4-6人組成
˙每年 12月 31日前，舉行社員年會，選舉職員及理事。

八、衛星社的社員人數規定：

˙建議籌備時最少 4人（符合職員人數），正式運作時應有 8人以上。
九、衛星社的運作：

˙基本上獨自運作（會費、內規、例會時間地點等）
˙每年提交社員資料、活動及計畫給輔導社長及理事會，並附上稽核後財務報表。
˙理事會決議與輔導社不同時，以輔導社的決議為準。
˙例會得開放輔導社或其他扶輪社社員補出席。

十、衛星社的繳費規定：

˙必須繳納 RI的會費。
˙地區的各式分攤金、搭配款及地區年會的費用，由各地區自行決定。

十一、衛星社社員的訓練：

˙不需要參加地區舉行的各式訓練會。若要參加，由輔導社代為報名註冊及繳費。
˙由輔導社社訓練師，安排訓練課程。

十二、衛星社社員的職業分類：

˙依照扶輪社模範章程之規定。　˙目前 RI立法會議通過開放：家管、待業人士加入
為社員。

十三、衛星社之申請與獎勵：

˙請填妥申請表格，E-mail及郵寄至亞太地區協調中心。
十四、投票權與 EREY：

˙有關衛星社員的投票權，及輔導社 EREY的計算已視衛星社社員為一般社員計算。
˙正規扶輪社員與衛星社員在權利義務上的並無區分。

十五、 鼓勵各社眷屬聯誼會（內輪會）、扶青團、扶青團 OB、或社服團在輔導社的協助
下，轉為衛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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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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次例會 2/12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名　補出席人數：6名
出席人數：71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13,000
Franklin 第二期 4,250
Franklin 第三期 4,250
Tiger 第三期 4,250
Jamie 第三期 4,250
Land 第三期 4,250
Miller 第三期 4,250
合計 25,500
累計 1,038,5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Care 2/14生日快樂 1,000
Shi-Lo 2/15生日快樂 1,000
Jet 2/15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yi-Lih 2/12結婚週年快樂 1,000
Miller 2/13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新泰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6年 3月 3日 (星期五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新莊典華六樓 

(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
參加人員： P.P.Lawyer、Park、Mark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紀念
時間： 106年 3月 3日 (星期五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台北花園酒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
參加人員： Bank社長、Stock祕書、

Green、Johnny、Stoen

節 目 預 告　第 2607 次例會
106 年 2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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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30於力馬
生活工坊舉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608 次例會
106 年 3 月 2 日

● 主講人： 惠通實業 (股 )公司  
林傳傑 負責人

● 講　題：金門散記

● 節目介紹人：楊明炎 前社長

本 週 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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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6年 3月 5日 (星期日 ) 下午 6:00
地點： 上海鄉村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7樓）
爐主： 楊博顯 楊東卿 簡哲雄 盧政治 李文良  

何溪泉 李明川 蕭錦聰 張愿福 詹智民  
張　凱 劉紹榮 林德明 楊明炎 江能裕 
王崇興 曾文淵 商村田 邱馳翔 黃志光

~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