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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邱性利 社友夫人(06.01)Trust 夫人 
洪學樑 前總監夫人(06.04)P.D.G.Carbon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黃永昌 社⻑(71.06.01)Bank 
林清月 女士(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曹永央 社友(77.06.05)Schooling 
江惠貞 女士(結婚二十九週年紀念日) 
高明正 前社⻑(45.06.06)P.P.Koly 
高洪雪鄉 女士(結婚六⼗⼀週年紀念日) 
黃  檉 社友(93.06.06)Tech 
賴怡君 女士(結婚十三週年紀念日) 
 
 
 
 

 

 

 

 

 

 

 

 

 

 

 

 

 

 

 

 

 

 

 

 

 

 

 

 

 

 

 

 

 

 

 

 

什麼是阿奇什麼是阿奇什麼是阿奇什麼是阿奇••••柯藍夫會柯藍夫會柯藍夫會柯藍夫會？？？？ 

以扶輪第六任社長姓名命名設立的阿奇•

柯藍夫會(Arch Klumph Society)，目的是要感謝並

表彰扶輪基金會最高層級的捐獻者――那些在

一生當中捐獻 25萬元或捐獻更多的人士。 

會員有機會正式入會並且可使他們的姓

名、肖像和生平資訊展示在國際扶輪世界總部。 

阿奇•柯藍夫會會員可終生享有會員資

格。伴隨著特定的阿奇•柯藍夫會獎章與項鍊，

會員可獲得與他們的慷慨捐獻相稱的其他優惠

待遇。 

如何獲得會員資格如何獲得會員資格如何獲得會員資格如何獲得會員資格 

如果捐獻扶輪基金會金額累計達 25萬美元

以上，您即有資格成為阿奇•柯藍夫會會員。

捐獻可以以各種形式為之，例如現金，證券，

房地產和計畫捐贈。 

 

 

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 

5 月 25 日第 41 期社刊，誤植楊明炎前社長

IOU1,000元，更正為 3,000元，謝謝。 

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 

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 

韓國水原韓國水原韓國水原韓國水原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訪問團訪問團訪問團訪問團 

六月十三日啟程六月十三日啟程六月十三日啟程六月十三日啟程 

由 Bank 社長及 Archi 國際主委積極邀約，

於六月十三日(星期二)啟程，參加韓國水原姊妹

社授證五十週年慶典暨板橋社 水原社 戶田社

三社續盟典禮。預定六月十七日返國。此次團員

計有：Bank社長夫婦、國際主委 P.P.Archi夫婦、

P.D.G.Carbon 夫婦、P.D.G.Victor 夫婦及媳婦、

P.P.Book、P.P.Lucky、P.P.Miller夫婦、P.P.James夫

人及公子、P.P.Terry、Wireless副社長夫人、Stock

祕書全家福、Timmy 社友夫婦、Implant 社友夫

婦、Judge社友夫婦、Pipe社友夫婦、Tiger社友、

Life社友夫人，於此謹祝旅途愉快、一路順風。 



 

 

 

 

 

 

 

 

 

 

 

 

 

 

 

 

 

 

 

 

 

 

 

 

 

 

 

 

 

 

 

 

 

 

 

 

 

 

 

 

 

 

 

 

 

 

 

 

 

 

 

 

 

 

 

 

 

 

 

 

 

 

 

 

 

 

 

2017-2018 年度口號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 19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 

日期：106年 6月 3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號) 

參加人員：P.P.Jyi-Lih、P.P.Archi、Gas社長當選人、

Jamie、Park 

扶輪改善世界 

新北市福利旺社授證新北市福利旺社授證新北市福利旺社授證新北市福利旺社授證 7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暨交接慶典 

時間：106年 6月 4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徐家堡餐廳  

(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329號) 

參加人員：Bank社長、I.P.P.Terry、 

Gas社長當選人、Stock祕書、Canon 

日揚科技日揚科技日揚科技日揚科技 20週年慶週年慶週年慶週年慶 

時間：106年 6月 7日(星期三) 上午 11：00 

地點：南紡購物中心雅稅會館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6號 5樓) 

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 

早上 6：2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早上 6：30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敬邀全體社友及夫敬邀全體社友及夫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人踴躍參加人踴躍參加人踴躍參加~ 

大漢溪社授證大漢溪社授證大漢溪社授證大漢溪社授證 14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 

日期：106年 6月 17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世紀廳  

(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6樓) 

參加人員：Gas社長當選人、Jamie、Park、 

Nick 

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 

時間：106年 6月 11日(星期日) 下午 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2樓) 

爐主：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高明正 

林明正 鄭光欽 邱冠舜 劉引巨 張立昇 

陳永洋 林志郎 饒吳冠 吳榮欽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陳主義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新北光暉社授證新北光暉社授證新北光暉社授證新北光暉社授證 2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週年暨交接慶典 

時間：106年 6月 3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彭園會館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1樓) 

參加人員：Bank社長、P.P.Lucky、P.P.James、 

P.P.Alex、Stock祕書、Canon、 

Steven、Pipe、Wine 

新竹新竹新竹新竹科園社授證科園社授證科園社授證科園社授證 24週年紀念典禮週年紀念典禮週年紀念典禮週年紀念典禮 

時間：106年 6月 18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新竹華麗雅緻餐廳 

(新竹市公園路 216巷 30 號) 

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遊覽車時間：：：： 

下午 3：2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下午 3：30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探索扶輪探索扶輪探索扶輪探索扶輪  

 

我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是誰 

我們在幾乎每個國家都擁有扶輪社，這使我

們做事不受限制。我們一起工作以交換想法、應

用專業知識並實施改造社區的措施。 

扶輪已貢獻服務超過 100年，擁有一個受人

尊敬的基金會，並成長為世界性組織。扶輪基金

會使扶輪社能夠合作並得到獎助金，以執行世界

各地的服務計畫。 

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歷史 

扶輪已行善天下超過 100年。這個組織創始

於保羅•哈理斯，他是一名芝加哥的律師，想要

以他幼時在小鎮上感受到同樣親切的精神創立一

個專業人士組成的社團。他聚集其他三位專業人

士，在芝加哥市中心其中一人的辦公室集會，他

們決定稱這個新的社團為「扶輪」，因為他們輪流

在辦公地點集會。 

在 1917 年的年會上，阿奇•柯藍夫(Arch C. 

Klumph)社長提議建立以行善為天下為目的的捐

贈基金會。這個倡議成為「扶輪基金會」，資助各

項 計 畫 ， 像 是 大 使 獎 學 金 (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以及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

(PolioPlus)，並以獎助金支援全球數以千計的活

動。 

我們的影響我們的影響我們的影響我們的影響 

我們在我們的社區裡工作，並結合其他扶輪

社合作執行解決當今最迫切的人道性的挑戰之國

際計畫，包括對抗疾病、提供潔淨用水、提供教

育及提倡和平。 

扶輪或許不是唯一關注這些議題的非營利組

織，但我們堅定的承諾、創新的方法、社區的參

與及全球的網絡皆是獨一無二。我們在別人看到

窒礙難行的地方發現機會。 

根除小兒痲痺計畫根除小兒痲痺計畫根除小兒痲痺計畫根除小兒痲痺計畫 

我們最大並感到最驕傲的是我們致力於根除

小兒痲痺的工作。這個行動需要堅持努力，因為

即便我們防止其他的病例，但新的病例還是會發

生。我們於 1979年發起這項活動，在菲律賓替小

孩注射疫苗。在全球夥伴，包括比爾及梅琳達• 

 

 

蓋茲基金會(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的幫助下，我們已經減少全球 99.9%小兒痲痺的

案例。 

培養年輕領導人培養年輕領導人培養年輕領導人培養年輕領導人 

我們投資新世代的領導人，履行承諾帶來更

光明的未來。我們的計畫為年輕人培養領導技

能、瞭解不同的文化和以人道服務為焦點。 

為何加入扶輪為何加入扶輪為何加入扶輪為何加入扶輪？？？？ 

加入扶輪使您超越自我。 

促進改變促進改變促進改變促進改變 

當您加入扶輪，您行善天下的潛力成長越來

越快。您將會有機會真正改變您的社區，並成為

改善世界各地人們生活品質的永久改變的其中一

份子。 

培養領導人培養領導人培養領導人培養領導人 

您將與專業人士建立寶貴的人脈並一起共

事，他們會鼓勵並挑戰您使您得以做得最好。 

學習新技能學習新技能學習新技能學習新技能 

您將會學習並練習各種技能，可以輕易地轉

變您職業生涯，譬如計畫案管理、訓練及公開演

說。 

跨洲連結跨洲連結跨洲連結跨洲連結 

當您加入扶輪家庭，您會成為全球有行動力

人士的一部份。您將會有機會參加國際年會以及

地方或國際會議，並與世界各地的社員連結。 

建立終生友誼建立終生友誼建立終生友誼建立終生友誼 

當您改善世界時，將同時建立自己的友誼。 

加入我們的全球網絡加入我們的全球網絡加入我們的全球網絡加入我們的全球網絡 

當您加入扶輪，就是加入全球志工的網路。

您的扶輪社與全球超過 35,000個扶輪社連結。每

一個扶輪社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所有的扶輪社

皆有相同的目的――帶來創新且永久的改變，以

改善全球各地社區。 

不論您正在出差或是旅遊，身為扶輪社員，

無論您到哪裡，您可以直接深入當地社區和接觸

企業領袖，並且非常歡迎您參加世界各地任何扶

輪社的例會。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6 名 
出席人數：38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4%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h,Duke,Frank,Franklin,Golf,Infinity,Joe, 

Land,Mark,Money,Service,Tea,Trust,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豐書 負責人 桓昇視聽家電 本 社 

黃國哲 代表人 日商展業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06,500 

SEVEN 第二期 4,250 

SEVEN 第三期 4,250 

SEVEN 第四期 4,250 

WEALTH 第四期 4,250 

TERRY 第四期 6,250 

TIGER 第四期 4,250 

JIMMY 第四期 4,250 

JAMES KAO 第四期 4,250 

LION 第四期 4,250 

合計  40,250 

累計  1,546,750 

一般捐款  

Bank 總歡喜 1,000 

Care 代理糾察 1,000 

Green 
歡喜 Stone社友代理聯誼、 

Care社友代理糾察 
1,000 

Printer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Life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5,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Jet 不能前來例會進行聯誼很抱歉 1,000 

Stone 歡喜 Care代理聯誼 2,000 

Wine 歡喜擴大理事會順利圓滿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21 次例會 

                          106年 6月 1日 

●主講人：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曹永央 校長 

●講題：未來學習與適性教育 

●節目介紹人：何溪泉 前社長 

●召開 6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22 次例會 

                          106年 6月 8日 

時間：12：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主講人：振興診所 王元甫 內科醫師 

●講題：國外扶輪社訪問心得 

●節目介紹人：辜久雄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23 次例會 

                          106年 6月 15日 

●主講人：歐客佬咖啡廣場 王懋時 執行長 

●講題：咖啡品位鑑賞 

●節目介紹人：孔繁文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