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14 國際扶輪 10B 地帶扶輪協調人來函 
 

親愛的扶輪領導人,  

    由於台灣各地區領導人的共同努力, 台灣扶輪社員成長頗受國際扶輪

的肯定，然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等立下共同的目標; 2014年底前將台灣

扶輪社員人數增加到35,000。  

    鼓勵寶眷(伴侶暨子女)直接加入扶輪, 將有效促進社員成長, 並具有實

質意義。寶眷向來瞭解且支持扶輪, 若能使其名副其實, 直接加入扶輪, 將

比一般新社員更能快速地融入而容易適應 據悉, 許多寶眷, 尤其是社友夫

人, 平常已積極參與各種扶輪服務及活動, 其扶輪素養並不亞於一般社員, 

若能邀請他們成為真正的扶輪社員, 將能促進扶輪質與量的一起提升。而且

所費不多，惠而不貴（RI社員年費 US＄53/人/年, 一年約1,600元台幣）。  

 

台灣扶輪社員達35,000以上所帶來的利益:  

1. 華語成為RI 正式出版品語言, 台灣社友可同步獲得RI資訊。  

2. 社友參加國際會議能夠直接以華語溝通。  

3. 以中文申辦扶輪基金獎助金, 簡單明瞭, 大輻增強台灣主辦國際服務計 

  劃之主導地位。  

4. 若華語成為RI正式出版品語文，RI每年將為台灣支付翻譯行政費用，我 

  們可以節省”自行請人翻譯RI重要文獻”的經費。  

5. 台灣則因此成為一個獨立旳扶輪地帶，而不必與鄰近國家合併。（註： 

  韓國將於近年內成長為Zone 9 &10，屆時台灣社員人數若未達35,000 

  人，則可能必須與印度或孟加拉共組為一個地帶）。  

    如果能於2014年底前台灣社員人數達到35,000人以上的目標，再藉助

於RIPN Gary擔任2014-15國際扶輪社長之能見度，台灣將因此在國際扶輪

舞台上發光發熱，也為我們的國家在外交孤立無援的困境中略盡一分心力。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的明天會更好。  

2011-14 國際扶輪 10B地帶扶輪協調人  

RI Zone 10B Rotary Coordinator  

謝炎盛 Electronics 

新北市福利旺新北市福利旺新北市福利旺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扶輪社授證 3333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7 日(星期五) PM 5:30 註冊 

地點：海霸王土城海山店(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22 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社友 Chef、Bed、Banker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大漢溪扶輪社授證大漢溪扶輪社授證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0101010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9 日(星期六) PM 5:30 註冊 

地點：土城大三元酒樓(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152 號 5 樓)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P.P.Building、I.P.P.Valve、

P.N.Chiang Ji 
板橋扶輪社授證板橋扶輪社授證板橋扶輪社授證板橋扶輪社授證 46464646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10 日(星期一) PM 5:30 註冊 
地點：天成大飯店 Ticc 信義會館 3 樓宴會廳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 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P.E.Spring、社友 Barcode、

Bearing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29292929 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15 日(星期六) PM 5:30 註冊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 Green、P.P.Manpower、 
社友 Page、House 

◎請參加人員準時出席！ 

岡山中央扶輪社來信問候函 
2013 年 5 月 30 日 

國際扶輪社第 3490 地區 
土城中央扶輪社 
社 長 阮 建茂 先生 
秘 書 劉 昭利 先生 
 
敬啟 初夏之時，欣聞貴社社員日益興隆。 
 感謝阮建茂社長及劉昭利秘書鄭重之問候信。貴社今年迎接授證 16 週年，岡
山中央扶輪社全體社員獻上衷心的祝福。 

我們雖很想與貴社社員一同舉杯慶祝，然而我們在 6 月 23～26 日期間，共有
25 名成員參加里斯本的國際大會。承蒙貴社的邀請，不過請原諒此次無法出席。 

從貴社的問候信中，我們得知貴社會員已增加到 70 名，並接受表揚，作為姊
妹社的我們，再也沒有比此更值得慶賀的事，由衷祝賀。今後，祈求貴社能有進
一步之發展的同時，亦祈求貴我倆社的交流能更上層樓及深化。 

謹啟 
 

國際扶輪社第 2690 地區 
岡 山 中 央 扶 輪 社 
會 長  浅田祐次郎 
幹 事  甲斐 志郎 

 



 
 
 
  例會事項報告      5 月 23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6 名     
   出席人數:…………35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74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rchi、 
Barcode、Chef、Civil、CNC、 
Machine、Manpower、Media、Water、 
Justin、Pin Jer、Aircon、Sam、 
Whole、Rich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Thermo、Trading、Valve、 
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Andy、Bed、Jeff、 
Ocean、Wood、Pin Jer、Page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葉倫會 老師          講師 
     吳永裕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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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4444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Paul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葉倫會老師，接下來歡迎今日貴賓：三瑞精密(股)公司 

吳永裕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I.P.P.Valve，祝福您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Paper 社友與吳寶蓮夫人結婚 37 週年、Service 社友與楊秋萍 
     夫人結婚 32 周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合諧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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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元，由於紅箱累計金額以達本年度編列預算，因此往後例會紅箱不另收
取，但生日與結婚週年歡喜之社友紅箱仍可依個人意願自由認捐！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2,000 2. P.P.Building 1,000 
3. 秘書 Green 1,000 4. P.E.Spring 1,000 
5. P.N.Chiang Ji 1,000 6. 社友 House 1,000 
7. 社友 HPO 1,000 8. 社友 Paper 1,000 
9. 社友 All Line 1,000 10. 社友 Service 1,000 

小計：11,000 元 
承上期：638,800 元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血血血血        輪輪輪輪        加加加加        入入入入    

 

 

                

姓名：吳永裕 現職：三瑞精密(股)公司總經理 

社名：Benjamin 地址：桃園市復興路 110 號 16 樓 

生日：58.05.10 電話：03-3322966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傳真：03-3322977 

 

職業分類：生活光電能源製造業 

本週節目 
講師：許有衫 A.G.Pharma 
講題：藥健康 
現任： 
※ 2012-2013 年度第三分區助理總監 
※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劃委員會(RYE)   
委員 

※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委員會(GSE)委
員 

※ 地區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委員 
※ 地區年會委員會副主委 
※ 美康藥局 CEO 
※ 新北市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 

※ 新北市商店經營發展協會理事長 
※ 行政院衛生署提昇用藥品質委員

會委員 
※ 日本亞細亞藥局經營學院研究員 
※ 藥師公會全國聯會公益委員會主
委 

※ 新北市藥師公會常務理事                   
經歷： 
※ 台北縣衛生局醫藥分業促進委員

會委員 
※ 台北縣藥劑生公會理事長 
※ 新莊中央扶輪社 08-09 社長 
 

下週節目~四七分區聯合例會 
日期：6月10日(星期一) 
講師：RI社長提名人 黃其光(Gary) 
講題：寶眷入社計劃說明 
行程：AM 11:30  註冊聯誼 
      AM 12:00  餐敘 
      PM 13:00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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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CNC 社友(43.06.12) 

Trading 社友(48.06.19) 

P.P.Hoist 夫人江紅杏小姐 

(35.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