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各社應準備之事項    
    

一一一一、、、、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地區總監公式訪問的目的：：：：    「提醒社員將焦點集中於重大扶輪議題上」;「對較弱且面臨困難之扶輪社給予必要協助」;「激勵扶輪社員參加服務活動」;「親自表彰地區內扶輪社員的傑出貢獻」。 
1. 了解各社社務並協助加強各社社務之運作。 

2. 加深與社友，尤其是社長、秘書個人間之接觸與密切之聯繫。 

3. 與社長、社長當選人、秘書洽談有關扶輪各項問題，並予以指導及協助。 

4. 協助及指導各委員會及各職員推動有關之運作及活動。 

5. 在例會向全體社員做有意義及感性的演講並勉勵其實踐扶輪理念。  
二二二二、、、、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前，，，，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各社應準備之事項：：：：    

1. 詳填「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Planning for Effective Rotary Clubs)」( 由地

區總監事先寄送各社 )，並儘速於 7 月 1 日前寄給總監。 (最遲在公式訪問前

十天) 

2. 檢討「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 見社長手冊 ) 之各項工作是否確實辦理。 

3. 製作「已填充及未填充之職業分類表」準備與總監檢討。 

4. 公式訪問兩星期前召開「社務會議」，並列出於總監訪問時，與總監面談檢討

及應詢教之事項，在舉行此項社務會議以前，宜由各大小委員會主委召開委員

會會議，先檢討工作計畫及準備與總監面談之事項，並於「社務會議」中提出

檢討。 

5. 告知全體社友總監公式訪問之訊息。 

(1) 於例會中數次宣佈總監公式訪問日期，並促全體社友參加。 

(2) 於社刊連續刊登總監公式訪問訊息，並促全體社友參加。 

6. 對於應參加「社長、秘書面談」人員 (包括社長當選人) ，應告知其會晤時間

及地點，並提醒其準時出席。 

7. 對於參加「社務會議」人員(包括社長、社長當選人等各職員、各理事、各委

員會主委及若干新社友) ，告知其「社務行政會議」時日及地點，除提醒其準

時出席外，並強調出席「社務行政會議」為其義務。 

8. 如總監夫人陪同訪問時，應另準備妥善接待，例如由社長夫人、秘書夫人陪同

接待聯誼。 

9. 「社長、秘書面談」及 「社務行政會議」之場所，應預先選擇安排最適當之

會議室。 

10. 於舉行會議前一日，再度以電話個別聯絡每位職員、理事、委員會主委。 

 

※※※※本社總監公式訪問日期訂於本社總監公式訪問日期訂於本社總監公式訪問日期訂於本社總監公式訪問日期訂於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請各項主委們做好準備準時出席請各項主委們做好準備準時出席請各項主委們做好準備準時出席請各項主委們做好準備準時出席！！！！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黃其光黃其光黃其光黃其光社員社員社員社員被榮選為被榮選為被榮選為被榮選為 2014-1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國際扶輪社長國際扶輪社長國際扶輪社長國際扶輪社長 

    台灣的台北扶輪社社員黃其光 Gary，已由社長提名委員會選出為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如果沒有挑戰候選人，黃其光將於 10 月 1 日成為社長提名
人。 
    黃其光說，他為扶輪立下的願景是增加社員人數至超過 130 萬人。 
    「要增加我們的社員人數，我們必須走出國界，到任何我們看到有成長潛力
的地方，如中國，蒙古和越南等國家。我將會強調增加女性和年輕的社員，」黃
其光說「我也將鼓勵前扶輪社員，再次成為我們扶輪家庭的一部分。」 
    黃其光曾擔任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
公司，及秉誠保險代理人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及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台北
市生命線協會常務理事。 
    他曾擔任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創
會秘書長。 
    黃其光自 1976 年加入扶輪成為扶輪社員迄今，曾擔任國際扶輪副社長、理
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地區總監、國際講習會訓練領導人、地域會議領導人、
特別工作小組委員及協調人、委員會委員及主委。 
    他曾任 2000 年香港扶輪研習會、2011 年吉隆坡扶輪研習會、2002 年馬尼拉
扶輪研習會及 2003 年新加坡扶輪研習會的召集人，他擔任過 2002 年台北社長會
議主委。他曾任台灣前總監協會會長。 
    黃其光在 1986-87 年度擔任包含香港，澳門，台灣在內的 345 區的總監時，
成立了 19 個新的扶輪社。 
    黃其光曾榮獲中華民國公益團體服務協會的國家公益獎及中華民國內政部
的傑出社區服務獎。他曾獲頒國際扶輪的超我服務獎及扶輪基金會的有功服務
獎。 
    黃其光 Gary 與他的夫人姚世蕾 Corinna，有三名子女。 
 
2012 年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為 美國的 John F. Germ (主委)；英格蘭的 Keith 
Barnard-Jones；摩洛哥的 Mohamed Benmejdoub；丹麥的 Peter Bundgaard；美
國的Michael Colasurdo Sr.；巴西的Mário de Oliveira Antonino；印度的 Sushil 
Gupta；台灣的謝三連 Jackson；澳大利亞的 John Lawrence；義大利的 Carlo 
Monticelli；美國的 Paul A. Netzel；日本的小澤一彥 Kazuhiko Ozawa, Japan；
德國的 Ekkehart Pandel；泰國的 Noraseth Pathmanand；巴哈馬的 Barry Rassin；
加拿大的 Robert Scott；及美國的 Thomas M. Thorfinnson。 

本地區為恭賀 PRIVP Gary 當選 2014-20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特舉辦晚宴
慶祝，並邀請 PRIVP Gary 闡述其當選 RI 社長提名人對台灣的意義及他擔任 RI
社長時的願景及期望與社員人數成長等理想。 

晚宴時間 : 2012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二) 

           16:30-17:00 註冊與聯誼 / 17:00-21:30 晚宴 

晚宴地點 :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F 宴會廳)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 號 

敬請各社社友暨寶、尊眷踴躍報名參加(每社 10 位)。每位參加者 NT$1,000。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3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3 名     
   出席人數:…………3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1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 88%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rcode、CNC、 
Jeff、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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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Andy、Auto、Blower、BM、 
Chiang Ji、House、Importer、 
Land、Machine、Manpower、Wood、 
Ocean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C.P.Kind          樹林扶輪社 
     秘書 Chuan         樹林扶輪社 
     呂紹欽 先生          本社 
     吳明慶 先生          本社 
     吳聰海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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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0808080444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Paul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樹林扶輪社 C.P.Kind；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樹

林扶輪社 秘書 Chuan、長城國際彈簧床 呂紹欽總經理、明誌塑膠有限公司 吳明
慶董事長、羽椿實業有限公司 吳聰海總經理以及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Green 秘書夫人張榮慧小姐、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小姐，祝福您們生 
              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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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all 1,000 4. P.P.PVC 1,000 
5. P.P.Case  1,000 6. P.P.Building 1,000 
7. I.P.P.Valve 1,000 8. 社長提名人 Spring 1,000 
9. 秘書 Green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Archi 1,000 12. 社友 Paper 1,000 
13. 樹林社 C.P.Kind 2,000 14.   

小計：17,000 元 
承上期：161,2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荒野保護協會 吳惠敏小姐 

講題：台灣自然生態之美 

講師簡介： 

現任- 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學經歷： 

※ 曾任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第 11

期召集人 

※ 曾任荒野保護協會大安森林公園

副組長 

※ 荒野保護協會第 21 期解說員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日期：9月12日(星期三)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二四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世界

清潔日活動 
日期：9月15日(星期六) 

地點：土城堤防道外浮洲橋下 

時間：上午9:00集合、9:30開始清掃 
 

下下週節目 
日期：9月20日(星期四) 

講師：饒志敏 社友 

講題：職業分享 
※會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議 

社區服務~捐贈頂埔國小清寒學

童營養午餐費用 
日期：9月20日(星期四) PM 15:00 

地點：土城頂埔國小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健康如山 

P.P.Bicycle(23.09.08) 
Spring 社長提名人

(42.09.17) 
Bearing 社友(63.09.09) 
社友 Life(56.09.18) 
Archi 社友(56.09.10) 

P.P.Scuba 夫人 
李秋樑小姐(42.09.08) 

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扶輪小知識~~~~扶輪的五扶輪的五扶輪的五扶輪的五大服務大服務大服務大服務    

1. 社務服務-注重強化聯誼及確保扶輪
社能有效運作。 

2. 職業服務-鼓勵扶輪社員們透過自己
的職業來服務他人，以及實踐崇高的
道德標準。 

3. 社區服務-涵蓋扶輪社為改善本身社
區的生活所進行的各種計畫及活動。 

4. 國際服務-包含擴大扶輪在全球的人
道服務範圍 

5. 新世代服務-透過培養領導技能活
動、服務計畫及交換計畫來表彰青少
年及年輕人實現的正向改變。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