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九月份活動較多，請社友們注意各項活動日期、時間及相關事項，提前將您
的日程空出來參加喔！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總監公式訪問 
 

8/30(星期二) 
 上午 9:00 社館 
      ~  會晤社長 祕書 
      9:30 
     ~  五大主委報告 

     10:10 
     12:00 雲林鵝肉城 
      

~
   餐敘           

     13:00 
      ~   總監專題演講 
    下午 14:00 

請社長 Valve、秘書 Accountant、 
社長當選人Paul以及五大主委(社
員委員會主委 Spring、服務計劃委
員會主委 Chiang Ji、扶輪基金委
員會主委 P.P.Case、公共關係委
員會主委 Banker、扶輪社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Paul)與夫人於上午
8:40 前到達 

扶輪基金研習會 9/3(星期六)下午 13:00  
致理技術學院人文大樓八樓演講

廳(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9/7(星期三) 

上午 9:00~下午 5:00 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社區服務暨職業參
訪活動 

9/8(星期四)下午 1:00 板橋火車站 

七分區聯合例會中
秋月光晚會暨慶祝
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9/8(星期四)下午 5:00 
土城青青餐廳 

(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6 號 3 樓) 

二四七分區聯合世
界清潔日活動 

9/17(星期六) 
上午 9:00~11:00 

報到：三峽長福橋入口處 
集合：八張左岸廣場  

※中午餐敘召開九月份理事會議 
第二次社秘聯誼會 9/18(星期日)下午 14:00  板橋六社聯合辦事處 

秋季旅遊 9/23~27 日本廣島岡山五日 請於 9/10 前繳交護照及團費 

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輪3490地區各扶輪社 
發文日期 ： 2011 年8 月17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慶時字第016 號 
主    旨 ： 函請推薦高中(職)在學青少年參加本地區2012-13年度青少年 
            交換派遣學生計畫，敬請查照。 
附件 ： 如內文。 
說 明 ： 
一、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Youth Exchange Program；YEP），是為了 
    讓15 至18歲之高中(職)校之男女在學青少年前往國外扶輪社所安排的 
    學校與家庭住宿一年，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共同生活，並在當地高中就 
    讀。除可學習該國文化語言及風俗民情，透過在異國實際生活，來訓練 
    學生的獨立自主能力；藉由派遣學生的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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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間瞭解與和平。 
二、請 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友之子女皆可)，參加本項交 
    換計畫，交換期間自2012 年8 月至2013 年7 月(交換時間為期10-12  
    個月)。 
三、申請程序如下： 
1.推薦社應成立「扶輪社國際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並填妥組織及職掌表。 
2.推薦社每推薦一個參加長期交換計劃之學生，則應排定三個以上接待家 
  庭，並填妥「接待家庭預定表」，其中，輔導顧問不得兼任接待家庭。 
3.受推薦之學生須『親自』填寫「國際扶輪3490 地區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表」， 
  並檢附就讀學校近二年全部科目英文版成績單。 
4.上述表格(詳如附檔)，請各推薦社及申請之學生自行至YEP 官方網站下載 
 （www.3490yep.com派遣出國2012-2013 年度甄選），申請文件經本地 
  區推薦扶輪社審查認可後，由推薦扶輪社將全部表格彙總並再次確認『應 
  繳文件清單』後，於2011 年10 月16 日(星期日)前，以掛號或快遞逕自 
  寄達地區YEP YEP YEP YEP 辦事處((((地址：22050 22050 22050 22050 新北市板橋區光正街9 巷24 弄1 號1  
  樓))))。逾期，視同申請無效(郵戳為憑)。面試日期與地點，待書面審查通 
  過後另行以書面通知及官方網站公告。 
四、如要進一步瞭解本項交換計劃之意義與活動內容，請洽本地區青少年交 
    換委員會諮詢或可安排至各社專題報告。 
    聯絡人：YEP 執行秘書 劉力華(Nana)、潘怡柔(Joanne) 
    電話：(02)2968-2866 傳真：(02)2968-2856 手機：093366-3490 

E-mail :info@3490yep.com， http://www.3490yep.com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前總監、總監提名人、總監當選人、各分區助理總監、地區副秘書、 
      YEP 委員會 

地     區     總     監 ： 蕭慶淋 

國際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主委： 廖麗心 

扶輪思想史~第二章 芝加哥扶輪社章程(二) 

    終結扶輪「自我利益主義」思想時代的 Donald Carter 對邀請他加入的人說

過：只為自己本身之利益為目標進行活動為宗旨之社團，毫無未來可言，我生長

在芝加哥市，希望能為芝加哥做些事，而能為芝加哥留一些足跡，因此這種社團

絕對不會加入。保羅‧哈里斯當初以聯誼與互相扶助為宗旨創始扶輪，卻在成立

後開始懷疑與檢討，因此他極力邀請 Donald 加入並承諾以他的想法與理念修改扶

輪社的定位，於是 Donald 加入後兩人著手修改扶輪章程，1906年 12 月新增第三

條章程：促進芝加哥最佳利益及擴展其公民的榮譽與忠誠的精神。 

    其意義是增加一項對芝加哥市從事社會服務活動，也是首先將『服務』這個

概念注入扶輪運動的一項轉機。 1907年保羅就任芝加哥扶輪社社長，所作第一件

活動，也是扶輪史上第一件社會服務活動-建立芝加哥市公共廁所活動。這項活動

受到部份酒吧與百貨業經營者的社友們極大的壓力與反對，雖然最後成功了，但

為了反對『服務』的社員們保羅也花費了相當的心力，並研究讓他們能接受這項 

新的扶輪理念的方法。<待續> 

九 月 份 將 舉 辦 活 動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1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90.9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E.Foundation、CNC、Jeff、 
Lan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Paul、Thermo、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Archi、Auto、Andy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漢滬 老師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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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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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練所 李漢滬主任講師， 
   接下來歡迎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Designer 社友夫人洪美繁小姐，祝福您青春美麗、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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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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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power 3,000 4. P.P.Case 1,000 
5. 祕書 Accountant 1,000 6. 社友 Spring 1,000 
7. 社友 Designer 1,000 8. 社友 Beraing 1,000 
9. 社友 Wood 1,000 10. 社友 Adoah 1,000 
11. 社友 Water 1,000 12. 社友 Civil 1,000 

小計：17,000元 

承上期：104,6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前財政部 呂桔誠部長 

講題：後金融海嘯的財經發展 

講師簡介： 

現任-奇美集團獨立董事、國立清華大 

     學兼任教授 

學經歷： 

※ 美國哈佛大學、美國西北大學管理

碩士 

※ 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商學士 

※ 中華民國財政部部長 

※ 台灣銀行董事長 

※ 中央銀行理事 

※ 兆豐金控董事長 

※ 土地銀行總經理 

※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任委員 

※ 中華電信執行副經理 

※ 美國紐約銀行副總經理 

※ 國立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 

下週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8 月 30 日(星期二) 

行程：AM 8:30~9:00歡迎總監蒞臨 

      AM 9:00~9:30 社長、祕書會晤 

      AM 9:30~10:10 五大主委會晤 

      PM 12:00~2:00 聯合例會 

例會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社友們請配戴總監贈送領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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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聽了有財氣了有財氣了有財氣了有財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    

草山櫻花 

草山櫻花滿山開，蝴蝶田囝雙雙飛，相招遊賞心花開， 

愛人仔愈看愈古錐，英晚準備送作堆！ 

嘴唇紅紅 

嘴唇紅紅兮叫胭脂，香香甜甜兮叫咖啡，若摸雙手是冷吱吱， 

愛燒著愛挲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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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生日快樂 

Adoah 社友夫人 

林心潔小姐 

(64.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