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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廖明耆 社友(65.09.07)Land 
商村田 社友(39.09.10)Sticker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邱建明 社友(70.09.08)Jia-Pin 

陳春葉 女士(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RYE Inbound 學生鄭美羽來台接機 

今年度 RYE Inbound 學生鄭美羽於 8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1：45 搭乘⻑榮航空-BR105 班機
平安抵達台灣，當天感謝 Wireless 社⻑伉儷、
P.P.Diamond 全家、Stone 祕書、Stock 社友全家、
Schooling 社友、Jamie 夫人及千金、Green 社友、
Mark 社友至機場接機，也祝福美⽻未來的⼀年能
滿載而歸。 

 

 

 
 

 

 

 

 
 

P.P.Bueno 於 8 月 26 日假林

口第一球場阿諾球道第六洞 

一桿進洞 

※慶祝一桿進洞晚宴，謹訂於 9月 18日(星期二)

下午五時假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舉行。屆時敬

邀社友撥冗出席。 
 

社區服務~ 
贊助新北市地區身障人士橫渡日月潭 時間：107.09.01 地點：中和錦和游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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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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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less社⻑帶領 Stone 祕書、Nick
社友、Schooling 社友、Steven 社友共同參與此
項具有義意之社區服務。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阮良雄社長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壹萬元 

阮良雄社長 新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 

  壹萬元 

賀 



 

 

RYE Outbound 學生鄭宇翔出國送機 

今 年 度 RYE Outbound 學 生 鄭 宇 翔
(P.P.Diamond 孫子)於 9 月 3 日(星期⼀)搭乘土耳
其航空 TK0025 班機出發⾄⻄班牙，當天感謝
Wireless社⻑伉儷、P.P.Diamond 全家、I.P.P.Gas
伉儷、Stone 祕書、Care 社友、Green 社友、Jamie
伉儷、Mark 社友、Stock 社友全家、Schooling
社友至機場送機，也祝福宇翔未來的⼀年能滿載
而歸，平安返國。 

 

 
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學生 

李相赫來台班機 

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學生今年度將由本社擔
任照顧社，李相赫同學來自韓國 3750 地區，於
台灣就讀輔仁大學。 

當天感謝 Wireless社⻑、PP Alex 地區中華
扶輪基金主委、Stone 祕書至機場接機。 

 

 
 
 
 
 

 

 

 

 

 

 

 

 

 

 

 

 

 

 

 

 

秋季旅遊暨扶輪家庭日 
-恆春半島休閒三日之旅- 

時間：108 年 9 月 7-9 日(星期五-日) 
集合時間： 

早上 8：00高鐵-台北站集合(地下一樓入口) 

    8：10高鐵-板橋站集合(地下一樓入口) 

※敬請參加社友寶眷準出席 

~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107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2樓) 

總監來函照登 

主旨：函知新社成立-花蓮菁英扶輪社，請查

照。 

說明： 

一、花蓮菁英扶輪社已於2018年8月3日由RI

核准設立，並於8月11日舉行正式創社授

證慶典。 

二、該社係由花蓮新荷扶輪社輔導，諶莉華

PP Flower擔任新社顧問，江馨之P Inn擔

任輔導主委。 

三、正式公告花蓮菁英扶輪社歸屬花蓮第一

分區。 

四、花蓮菁英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創社社長：包念華CP Apple 

創社秘書：陳琪翔S Ricky 

例會時間：每月雙週週三下午18: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辦事處：970花蓮市國聯五路2之22號 

連絡電話：03-833-1522 

連絡傳真：03-831-6497 



 

 

 

 

 

 

 

 

 

 

 

 

 

 

 

 

 

 

 

 

 

 

 

 

扶輪五大服務途徑(Five Avenues of Rotary Service)係指扶輪社之社務服務、職業服務、社會服

務、國際服務、青少年服務。 

1.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Club Service)：：：： 

扶輪社的第一項服務，牽涉到社員在社內必須採取行動來協助扶輪社成功地發揮其功能。就稱

作「扶輪的磐石 the Base of Rotary」，是指其為扶輪服務力量之基石。因而，促進扶輪社行政管理的

成功，不僅藉由出席例會、輔導新社員、參與各項計畫、委員會及理事會任職服務，並在外界活動

中代表扶輪社，發掘拓展服務的機會。 

2.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Vocational Service)：：：： 

扶輪的第二項服務，為扶輪所獨具的特色，亦稱作「扶輪的靈魂 the Soul of Rotary」。目的是要

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之價值；以及在各種職業中培養

服務的理想。扶輪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推廣各類有助於社員貢獻以符社會所需的計劃。扶輪社員所

應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行為及事業上遵奉扶輪的準則(Rotary Code of conduct)，以及參與扶輪社的各種

計劃，藉以服務社會。 

3.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 

扶輪的第三項服務，亦稱作「扶輪的心跳 Hearbeat of Rotary」、「扶輪的愛心 the Heart of Rotary」，

社員以服務的理想，多方面努力種種的作為來為所居住的社區，提供實質而長效的公益貢獻，為扶

輪建立良好的聲譽。有時與其他團體合作(如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及扶輪社區服務團)，

而以改進居住在扶輪社的疆界或城市內的人們的生活品質為目標。 

4.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 

扶輪的第四項服務。亦稱作「扶輪的願景 The Vision of Rotary」，以世界性聯誼為基礎，增進不

同國家人們之間的瞭解、親善與和平。「國際服務」的努力實踐在於：舉辦國際慶典與活動、國際

會議、國際教育和文化活動、扶輪基金會、世界性的社會服務。它包括了扶輪社員所能為促進國際

瞭解、親善及和平而作的所有服務：經由認識其他國家的人民、文化、習俗、成就、期望及困難。

方法上可採取私人接觸、旅遊、出席會議、閱讀及通信，以及在扶輪社所有對其他土地上的人有幫

助的活動及計劃方面合作，包括扶輪基金會計劃部分。 

5.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 

青少年服務，第五項服務途徑，認識青少年及年經人透過領導技能發展活動、參與社區及國際

服務計劃以及參與增進與促成世界和平與文化瞭解的交換計畫而實行的正面改變。 

所謂青少年是指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每個扶輪社員都有責任藉由增進他們的生活技能使其有

美好的未來來培養青少年，同時並承認青少年需求的多樣性。鼓勵所有扶輪社及地區實施能滿足青

少年基本需求的計畫：保健、人類價值、教育、以及自我發展。國際扶輪針對青少年而設的建構性

計畫為：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青少年

交換(RYE)、新世代服務交換(NESE)。 

 

扶輪知識-扶輪五大服務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3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Charles,Duke,Frank,Food,Genial,Infinity,Land, 

Pipe,Printer,Tech,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羅素如 創辦人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

促進會 
本 社 

楊世彬 顧問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

促進會 
本 社 

黃秋芬 業務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

促進會 
本 社 

鄭明暉先生 RYE第一 Home 家 本 社 

鄭宇翔 同學 RYE Outbound 學生 本 社 

鄭美羽 同學 RYE Inbound 學生 本 社 

林雋永 指導老師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朱嘉翎 前團長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黃文生 團長 光復高中扶少團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6,250 

ORTHO 第一期 4,250 

MILLER 第一期 4,250 

ORAL 第一期 4,250 

合計  12,750 

累計  NT$199,000 

一般捐款 

Jyi-Lih 生日快樂 1,000 

E.Fu.Ku 生日快樂 1,000 

Glue 
歡喜新生活社會福利促進

會 羅創辦人來訪 
1,000 

Brain 
感謝大家支持，擔任公家

職務，為大家服務 
2,000 

Stock 生日快樂 1,000 

Stone 
歡喜太太生日快樂，感謝

大家的祝福 
1,000 

Schooling 感謝本社對扶少團的支持 2,000 

合計  NT$9,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Steven 8/31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1,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87 次例會 

                        107年 09月 06日 

●主講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余明松 科長 

●講題：污水翻轉-打造污水 5E 城市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8 次例會 

                        107年 09月 13日 

●主講人：國立交通大學及中央警察大學  

蔡輝昇 教授 

●講題：台灣軌道運輸系統現況及未來展望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9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