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活動花絮照片 
  

RIRIRIRI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10101010 月文告月文告月文告月文告    

敬愛的扶輪兄弟姊妹們： 
    綠色是我們 2011-12 扶輪年度的顏色。為什麼是綠色？因為綠色是新
生命的顏色，鮮明閃亮的嫩葉從舒展的樹枝迸出時的顏色。而且無疑的，這
正是我們該使扶輪「萌生綠芽」的時候了── 洗去蒼白的顏色，以更明亮
的各種綠色取而代之。 
    在整個扶輪，40 歲以下的社員只佔百分之 11，但 50 歲以上佔百分之
68，60 歲以上佔百分之 39。如果我們不設法處理，不難想像這樣下去，10、
20、30 年後扶輪會變成什麼樣。光是引進新社員還不夠。我們必須引進更
年輕的社員，他們將為我們的組織注入新的生命及活力。 
    我們如何變得更能吸引比較年輕的社員？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與一兩代
以前的年輕專業人士不同。我們必須去他們常去的地方找他們──對大多數
年輕人來講，他們常去的地方是網際網路、臉書 Facebook、推特 Twitter、
及電子信件、以及智慧型手機。一個社團如果在網際網路沒有網站，那麼對
年輕人來講這個社團根本不存在。扶輪社的網站是它的公共面貌──而且必
須好看。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需要找回扶輪家庭的觀念。我們必須把整個扶
輪視為一個家庭：扶輪社員、他們的家人、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扶輪少
年服務團團員、青少年交換學生及前交換學生、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等等。
而且我們必須把防止社員流失的概念擴大應用到整個扶輪家庭。 
    我們經常向外尋覓新社員，卻忽略了我們自己下一代正等待我們去召
喚。我們必須指望在他們中間找到有能力且熱心的新社員，這些人將成為未
來的扶輪社社長、地區總監、及國際扶輪資深領導人。 
    我們對我們的扶輪家庭─過去、現在、及未來─ 應盡的義務是─保證
我們不是末代扶輪社員。說真的，我們必須從內作起──擁抱我們的扶輪家
庭，如此我們才能更完善地擁抱全人類。 

 
國際扶輪社長 潘乃傑 

扶輪思想史~第二章 芝加哥扶輪社章程(四) 

    「全美扶輪社聯合會」之章程及組織綱領奠定未來國際扶輪組織之模式，其

摘要如下列五點： 

(一)組織新扶輪社(To organize new clubs.) 

(二)增進所有扶輪社共同利益(To promote the common good of all clubs.) 

(三)鼓勵市民之榮譽與忠誠(To encourage civic pride and loyalty.) 

(四)提倡誠實之商業方法(To promote honorable business methods.) 

(五)增進各別社員之商業利益(To advance the business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members.) 

聯誼與服務之理念孰重問題是扶輪百年歷史中一直爭議不休的問題，然而自 

1905 到 1910 年止的扶輪創世紀重要年代中，此一問題幾乎導致扶輪運動之崩潰，

乃是今日扶輪社員應引以為鑑之重要歷史。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27 日                                   
一、 出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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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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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 席 率:…………9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Civil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lower、Paper、Scuba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E.Foundation、Andy、Auto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李浩章 先生          本社 
     Antonio 社友       內湖扶輪社 
     黃慶裕 先生          本社 
     游勝欽 先生          本社 
     許元麒 先生          本社 
     尹保羅 副總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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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7776060606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葉萌昌 前社長，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內湖扶輪 
   社 Antonio 社友、志禾工業(股)公司 李浩章先生、威信國際公司 尹保羅副總、 
   捷流閥業(股)公司 黃慶裕先生、碁優包裝有限公司 游勝欽先生、長鴻輪胎有限公 
   司 許元麒先生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apeer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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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ng Ji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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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3. P.P.Manpower 2,000 4. P.P.Case 2,000 
5. P.P.Thermo 2,000 6. P.P.Jeff 3,000 
7. 祕書 Accountant 1,000 8. 社長提名人 Paul 1,000 
9. 社友 Chiang Ji 2,000 10. 社友 Importer 1,000 
11. 社友 Quba 1,000 12. 社友 Water 1,000 

小計：29,000 元 

承上期：203,200 元 
 
 
 
 
 
 
 
 
 
 
 

 

本週節目~第三次爐邊會議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海鮮餐廳 
程序：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例會 
      PM 7:00 餐敘聯誼 
爐主：P.P.Hoist、P.P.PVC、社長提
名人 Paul、社友 Wine、Spring、
C.E.Foundationa、Importer、BM、
Banker、Auto、Adoah敬邀！ 

下週節目 
日期：11月 10日(星期四) 
講師：楊大中 社長 
講題：社務行政會議 

※ 十一月份理事會議 ※ 

社區服務~捐贈愛立發展中心 
日期：11月 10日(星期四) PM 3:30 
地點：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130號 4樓) 

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暨參觀活動 

日期：11月 17 日(星期四) PM 3:00 
地點：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 
     (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 15號) 

社內活動~CP 母親百歲壽辰宴 
日期：11月 13日(星期日) AM 12:00 
地點：金帝王婚宴會館 
    (新北市三峽區正義街 11之3號) 

地區活動~愛的輪轉~懷念老歌
慈善演唱會 

日期：12月 23日(星期五) PM6: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3F 多功能集會堂 
門票：500元、1,000元 

※※※※請社友們踴躍認購請社友們踴躍認購請社友們踴躍認購請社友們踴躍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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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機野馬哈 

騎著重機野馬哈，騎過西濱到大甲，大甲出名鐵砧山，雙人同行未孤單。 

教練愛爬山 

教練！教練！達工爬山爬未善，爬到目睭會放電，看到小姐看未善， 

但是腳手不通黑白撿，也乎人教你是豬哥教練！ 

ValveValveValveValve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郭淑珍夫人郭淑珍夫人郭淑珍夫人郭淑珍夫人    

(69.11.09)(69.11.09)(69.11.09)(69.11.09)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結婚結婚結婚 31313131 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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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