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12 國際扶輪社長文告 

爾揚 潘乃傑 RIPE Kalyan Banerjee 

  在2011-12年度裡，我要求各位扶輪社員來做「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我請

各位省視自己的內心，便可明白所有人類都有共同的夢想、相似的希望、同樣的

抱負、以及近似的問題。無論我們是什麼人，身在何處，每個人都渴望同樣的和

平及滿足，渴望在日常生活中擁有同樣的充實感。我們要努力帶給他人的，就必

須先在自己內心找到，因為我們希望自己擁有的，也是他人所希望擁有的。 

  在談論全球和平之前，我們必須先從自身開始，然後再推己及人。首先，我

們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然後努力建立我們家庭及社區的和平。沒有先在自己家

裡建立和平，就無法建立世界和平；如果我們要在全球建立和平、友誼、和寬容，

首先就必須在自己的社區實行。當我們內在有和平，我們家裡也有和平；當我們

家裡有和平，我們便有可與他人分享的和平。當我們和我們所愛及關心的人在一

起感到喜悅及滿足時，我們便能夠關心他人。 

  我相信如果你使自己強健鞏固，便可使你共同生活及居住的人強健鞏固。一

旦你有一個強健穩固的家庭，你便有一個堅固的發展基礎。那些擁有這種內在力

量的人可以合作得更好，一同服務人類，那就是我們在扶輪所做的事。 

  在未來這一年，我們的扶輪服務將有三個重點：鞏固我們的家庭，延續我們

最擅長的事，並改變任何需要改變的地方。 

  本扶輪年度的第一個工作重點是家庭。家庭是一切的起始：我們所有的服務，

我們希望在這世上達成的每件事，都肇始於這裡。母親和子女是每個家庭的核心；

當我們從這裡做起，便可以進而把工作延伸擴展到個人的生活及整個社區。 

  我們第二個工作重點將是延續性，找到我們做的好的事，並更上一層樓。我

們每個人在扶輪服務中都找得到成功之處，我們應該以這些成功之處為基礎，加

以累積擴展，使我們可以在未來幫助更多人。我們必須延續我們清潔與安全飲水

的工 

作，減輕疾病，擴展識字，服務新世代並與之合作，為和平而努力。同時，我們

也知道有些事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有些事我們應該改變。我們必須有勇氣正視它

們，找出它們，並努力改變我們需要做的改變。 

  甘地說過：「改變必須從你自己做起。」在扶輪，我們努力過著道德及誠實

的生活，分享友誼及善意，看見每個人真正的價值。我們對平庸沒有興趣，因為

扶輪一點也不平常，扶輪社員都不是平常人。那就是我們要努力提升自我，進而

提升世界的原因。 

  我們所有在扶輪的人都企望改變世界，不然我們為何要成為扶輪社員？我們

相信我們的世界可以更快樂、更健康、更和平。我們相信未來可以―也一定會―
比過去更美好。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我們透過服務，來實踐我們的理想。 

  因此，我們在2011-12年度的第三個工作重點便是改變，我們就從讓自己改變

成自己希望在世上看到的改變做起。如果我們希冀和平，就從讓自己本身、自己

家庭、自己社區能過著和平的生活開始。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小兒痲痹或任何疾病，

如果我們希望環境停止惡化，如果我們希望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識字率或防止
飢餓，我們就必須成為促成那項改變的因子，並瞭解那必須從我們之中每個人做

起。 

  讓我們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在和平、和諧、及友誼之中，讓我們把改變和

更喜悅的未來帶給全人類。 

 

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1 年 07 月 08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慶字第 003 號 

附    件 ：  

主    旨 ： 函知本地區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辦事處遷移。 

說    明 ：  

一、D3490 YEP 辦事處自 2011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起，通訊資料變更如下： 

    地址：22050 新北市板橋區光正街 9 巷 24 弄 1 號 1 樓 

                (捷運板橋站 3 號出口) 

Add ：1F.,No.1, Aly. 24, Ln. 9,Guangzheng St.,  

      BanqiaoDist.,New Taipei City 22050,Taiwan (R.O.C.) 

    電話：(02)2968-2866 

傳真：(02)2968-2856 

二、敬請各社更改通訊資料，俾利資訊傳遞。謝謝配合！ 

地     區     總     監  蕭慶淋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主委  廖麗心 

扶輪思想史~第一章 扶輪思想起源(二)扶輪的創始 

  1962 年 2月的扶輪英文月刊刊載保羅的一段話『文明之起落盛衰，取決於人類

之深思與欠思之間。』意味扶輪的無常哲學，其基礎在於『如何尊重自己，以尊

重他人』，這也是扶輪的本質。 

  結束旅程後保羅在芝加哥市安頓下來開始律師執業生涯，而他首次產生組織企

業人士團體的念頭始於 1900 年夏季，與律師同儕共進晚餐後，律師友人為他介紹

多位企業人士及生意人，他心想：如果能與這樣的殷實商人常常聚會的話，不知

有多快樂；從不同的專門職業或商業人士，各有一位集合起來的團體。 

  之後隨著美國景氣好轉，保羅的業務相對擴張，他的活動範圍與影響力也因而

擴大。在 1905年 2月 23日晚上保羅與三位友人聚會，他將扶輪的構想提出來：

我一直都在構思有關企業人士的團體，它能夠強調友情，並且能夠互相協助商業

上的利益，例如限制一人一種職業，則互相不可能競爭，而有需要時只能向一人

請求交易，這就是商業互助，各位覺得如何? 

  四人都懷抱著共同興趣，並開始各自尋找適當不同職業人選，決定兩週後舉行

第二次聚會。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7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7 名        

   出席人數:…………2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89.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Manpower、Security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Paul、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Jeff、LED、Scuba、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文吉 先生          本社 

     林俊豪 經理          本社   

     江謝瑞 總經理        本社 

     鄭智元 總經理        本社 

     葉吉原 設計師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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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4474474474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蒞臨本社來賓：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陳文吉建築師、薪宇汽車材料有限 

   公司 江謝瑞總經理、叡築營造廠有限公司 林俊豪經理 、宏昱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鄭智元 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BM社友、P.P.Blower夫人錡玉色小姐、Mold 社友夫人張幼玉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Mold 社友與幼玉夫人結婚 20週年紀念、Paul社長提名人與玫
君夫人結婚 21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新台幣$23,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Hoist 1,000 6. P.P.PVC 1,000 
7. P.P.Ball 1,000 8. P.P.Plastics 2,000 
9. P.P.Case 1,000 10. P.P.Blower 1,000 
11. I.P.P.Building 1,000 12. 祕書 Accountant 1,000 
13. 社友 Chiang Ji 1,000 14. 社友 Paper 1,000 
15. 社友 Lawyer 1,000 16. 社友 House 1,000 
17. 社友 Banker 1,000 18. 社友 Importer 1,000 
19. 社友 Michael 1,000    

小計：23,000元 

承上期：23,0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秦嘉鴻 創社社長  

講題：扶輪之道一路走來 

講師簡介： 

現任-益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扶輪經歷： 

※ 1996-1998 創社社長 

※ 2001-2002 助理總監 

會後請十四屆理事審查十四屆決算表 

下週節目 

日期：7月21日(星期四) 

講師：江映瑤 老師 

講題：真心才能永遠-幸福從心開始 

 

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    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    ────    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    

早時去捻香，晚時呷喜酒 人生兮感慨 

世事本無常…自己愛堅強，有生就有死，有丧就有喜，世間兮道理！ 

找西施 

有人行路頭攲攲 花街柳巷找西施 呷甲面色黃匹匹 西醫看了換中醫 

賀 

本社蔡清泉前社長喜獲金孫，祝

福您們 孫枝啟秀 蘭階添喜 秀

出蘭芽 飴座騰歡 玉筍呈祥！ 

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們們們們~~~~    

Steve 社友

(54.07.20) 

Trading 社友夫人 

林杏霞小姐

(48.07.20)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