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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7月27日(星期㇐)
下午4：30註冊 5：00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2號3樓)

時間：109年8月2日(星期日)

'

參加人員：Life社⾧伉儷、Jamie祕書伉儷

上午11：30註冊 12：00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3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67號)
第㇐次爐主：
陳瑤國 賴正時 林福安 張立昇 洪國恒 黃軒凱
薛銘鴻 陳文龍 辜久雄 洪學樑 阮良雄 汪俊男
林當隆 張煥章 徐維志 鄭錦玉 陳文彬 陳嘉彬
賴宏榮 程萬全 林正豪

~爐主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時間：109年8月2日(星期日)
下午4：00註冊 5：00進場儀式
6：00典禮開始 7：00餐會開始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7樓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66號)
參加人員：P.D.G.Carbon、P.D.G.Syo-Tei伉儷、
P.D.G.Victor伉儷、I.P.P.Michael伉儷
Service伉儷

主旨：為提昇扶輪公共形象呼籲全體社友及眷屬踴躍購買振興券並捐出，期望大家㇐起發揮扶輪精神
「讓愛加倍」
。
說明：由於疫情影響，讓⾧期照顧弱勢家庭的社福團體募款陷入困境，3490 地區發起全民拼經濟.扶
輪獻愛心「讓愛加倍」活動，希望呼籲全體社友及眷屬踴躍購買振興券，用 1,000 元現金換 3,000
元振興券並捐出來，由地區統籌規劃，期望大家㇐起發揮扶輪精神「讓愛加倍」！
Taiwan Can Help, Rotary Can Help.
辦法：
．預計 1,000 人次以上，金額 300 萬以上
．每㇐分區至少 70 人次以上，金額 21 萬元以上
．振興券收集日期：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

此門美好藝術生命斷層，我毅然加入薪火相傳的
教師行列，在各大專院校、社團、研習營、劇團、
基金會擔任指導傳承的文化工作。人生如戲，戲
如人生，無論㇐路走來多麼艱辛，有多少不為人
知的起起落落，我都甘之如飴，只為了在歌子戲
花團錦簇的園林中走出屬於自己的燦爛、㇐生無
悔的選擇。

主旨：函請推薦青少年學生參加本地區
2020-2021 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交
換計畫甄選(RYE),請查照。
歌仔戲又稱歌仔、歌戲、歌子戲或歌崽戲，
其中「歌子戲」才是正統用法，然「歌仔戲」㇐
詞以訛傳訛，在民間最為流行，接受程度最高。
歌仔戲是20世紀初葉發源於宜蘭，目前臺灣
民間最興盛的傳統戲曲之㇐，也是具代表性的傳
統表演藝術。歌仔戲是以摻雜古典漢詩、漢文的
文言文及閩南語（臺灣腔、廈門腔、漳州腔、泉
州腔）為主的戲劇。早期演出內容多半為讓大眾
也能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事，是早期農業
社會重要娛樂活動之㇐，也是臺灣常民文化的代
表。步入當代的歌仔戲演出型式內容日漸豐富、
多元、精緻，當代更出現許多享譽國內外的知名
戲團與重要文藝傳承人。
我出生於歌仔戲世家，祖父許乞為歌仔戲的
武場指導，祖母董周紋為著名花旦，藝名「白瓠
仔」，父親郭鴻輝（綽號「康輝」）是頭手弦仔。
我直到十七歲由於歌仔韻風靡全省的母親許緣
（藝名「烏貓雲」
）帶至所在的《寶華興劇團》才
開始正式學藝，從基本功、刀槍學起，又在耳濡
目染下，深深領會歌仔的訣竅。
我出於對歌子戲的㇐份執著與使命感，不願

說明：
1. 國 際 扶 輪 青 少 年 ⾧ 期 交 換 計 畫 (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是㇐項為了
讓 15 至 18 歲之青少年有機會前往國外扶
輪社所安排的家庭住宿㇐年，以家庭成員
的身份共同生活，並在當地高中就讀，除
學習該國語言與文化外，藉由在異國的實
際生活，訓練學生的獨立自主能力，並瞭
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同時也經由派遣學生
的介紹，讓接待地區的人民得以更加認識
台灣，增進兩地區間雙向交流，促進國際
瞭解與和平。
2.請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齢學生(扶輪社友子女
及非扶輪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參加交換
計畫。
3.報名期限自函到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星期㇐)截止(以郵戳為憑)
4.對 2020-2021 年度參加派遣訓練會之參加
學生，RYE 委員會無法保證會派遣分發成
功。

國際扶輪社⾧ 柯納克 豪哥 Holger Knaack
Holger Knaack 是德國 Herzogtum Lauenburg-Molln 扶輪社社友。
自 1992 年，㇐直是國際扶輪的成員，曾擔任國際扶輪的基金保管委員會委
員、理事、會議主持人、委員會的成員和主席、立法會議代表、地帶協調人、
培訓領導人和地區總監。他是(基金、財產等的)捐贈/巨額捐獻顧問，2019 年
漢堡國際扶輪世界年會主辦國組織委員會(HOC)的聯席主席。他是 KnaackKG
房地產公司 CEO。曾是家族企業的合夥人兼總經理。他和妻子 Susanne 是扶
輪基金會和遺贈協會成員。

親愛的扶輪社友，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及各位友人：
此時似乎不是樂題的時候，可是卻必須如此。早在扶輪成立之前，世界就面臨過考驗人類進步及
忍耐能力的重大危機。在扶輪成立後的時代，世界面臨更多災難；然而，我們都存活下來・而且沿途
的每㇐步，扶輪都幫助世界復原。
每個重大挑戰都是㇐個重生及成⾧的機會。COVID-19 疫情初期，在聖地牙哥的國際講習會中，
我揭露了「扶輪打開機會」的主題，可是這是我多年來深信不疑的話。
扶輪不只是各位加入的社團而已：它是㇐個進入無止境機會的邀請。我們深信替他人及自己創造
機會的價值。我們相信我們的服務行動－不分大小－都能為需要我們協助的人創造機會，扶輪為我們
打開機會，讓我們根據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各地的朋友㇐起擁有㇐個更豐富、更有意義的人生。
各政府及組織都越來越瞭解各種公共衛生合作關係的價值，而這正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此時人們
待在家裡，渴求更多連結，希望能協助他們的社區，便欣然支持我們從創立以來便㇐直提倡的價值觀。
這㇐切都是正面的消息，可是就只因為扶輪有比以往更好的成⾧機會，並不保證我們會成功。世
界在快速改變㇐而且是在這次危機之前便已經如此。人們開始捨棄㇐般的午餐例會，而傾向網路集會。
早在我們大多數的例會改成以 Zoom 及 Skype 進行之前，友誼便在社群媒體中培養及復甦。年輕世
代有強烈的服務渴望－可是已經質疑他們是否可以在扶輪這樣的組織扮演更有意義的角色，或他們是
否可能建立不同類型的人脈來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現在正是把㇐切攤在桌上，測試新的方式，並讓扶
輪準備好面對未來的時刻。
COVID-19 危機迫使我們每個人要調整。這是好現象，我們新的「行動計畫」明言敦促我們要改
善我們適應的能力。可是光是適應是不夠的・如果我們要迎接新時代的挑戰，提供世界迫切需要的那
種扶輪，我們就必須改變，並且大大改變。
這是我們的大挑戰，不只是在明年，還包括⾧遠的末來・要重新塑造扶輪。適應新時代－全心支
持渴望找到實現理想途徑之年輕人的構想、能量，及決心－就取決於我們。我們必須成為㇐個完全融
入數位時代的組織，而不是僅僅尋找網路方式來繼續墨守成規的組織。
此時此刻，世界比以往更需更扶輪。確保扶輪能為未來的世代打開機會，就看我們。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5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50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Frank,Food,Jimmy,Max,Skin,Tony,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扶輪社的功能及目的
扶輪社為扶輪最核心的單位。扶輪社的功
能及目的，在於實踐扶輪宗旨。扶輪社是手段，
實踐扶輪宗旨是目的。扶輪宗旨(扶輪的目的)
在於培養及鼓勵每㇐社員的服務理念(見扶輪
宗旨前言)。
扶輪社設各種單位及舉辦各種活動如各種

許亞芬 團⾧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本社

文惠 小姐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本社

委員會，每週例會及各種服務活動均為手段，

彤琳 小姐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本社

其目的是透過這些單位及活動培養及鼓勵每㇐

賴忠和 董事⾧ 東記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

社員的服務理念。

周芷如 女士

本社

Steven 社友夫人

扶輪領導人最大的成就在於其任內透過各

四、捐款報告

種集會及活動，培養了會關心別人、有服務理

㇐般捐款

念的扶輪人。㇐個扶輪社員最大的成就不在於

Life

歡迎許亞芬老師蒞臨演講

1,000

Kai

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2,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Judge

歡迎許亞芬老師蒞臨演講

1,000

Trust

7/20 生日快樂

1,000

擔任多少扶輪職務，而在於關心了多少人，做
了多少服務的活動，而能將在扶輪社所學到的
扶輪精神(服務、友誼、寬容)？職業道德及四
大考驗落實於日常生活、職業場所及社會生
活，這也就是扶輪的目的(扶輪宗旨)。

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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