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社長文告社長文告社長文告社長文告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黃其光 Gary C.K. Huang 

                  扶輪這個組織有每一個人想要的東西。一百多年 

              來，在全世界、在都市及鄉鎮，扶輪社員們結合起來 

              服務。在扶輪創立之後的歲月裡，無數的扶輪社員及 

              其他人士透過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扶

輪社區服務團、青少年交換、及其他許多計畫，發現了扶輪服務的喜 

              悅。 

    我們全都是扶輪家庭的一份子。而且我們都從扶輪服務得到非常

豐富的收穫。我們交到朋友、幫助社區、而且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更

安全、更健康。我們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義工網絡的一部份，而且

我們已經瞭解，當我們把各種差異擺在一邊，一起合作，我們的成就

能有多大。 

    我們在扶輪所珍惜的許多理念及價值並不是扶輪特有的。扶輪之

所以在我心深處產生共鳴，或許是因為我在扶輪找到了中國許多傳統

的價值觀：服務及責任、尊重家人及其他人等的價值觀。 

    因此，我在進行扶輪服務時經常以孔子思想為圭臬，也就不足為

奇了。對我而言，孔子便是扶輪社員的原型。孔子誕生於保羅．哈理

斯出生前2000 多年，他曾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在扶輪，我們是藉由

超我服務來修身。而且我們瞭解為了建立服務的豐功偉業，我們首先

必須照顧我們的組織並擴展我們的扶輪家庭。 

    在2014-15 年度，我將要求你們―藉由分享我們的服務、強化我們

的扶輪社、並讓我們的光在我們的社區發光發亮―來「光耀扶輪」。 

    在這個扶輪年度，我們將藉由達成增加我們扶輪社員至130 萬人

的目標、引進新社員同時留住現有社員，來「光耀扶輪」。為達成此

目的，我們需要以新的方式來增加社員，並嘗試新的構想。舉辦「扶

輪日」活動，讓你的社區有機會更深入認識扶輪。請記住，扶輪是一

個家庭，而且扶輪是為家庭而設：鼓勵你的配偶及其他家人考慮加入

扶輪，而且還要去接觸青少年交換及扶輪基金會的前受獎人。把焦點

放在你自己的扶輪社，實際看看社員們為什麼留下來，為什麼離開。

你要如何才能使忙碌的專業人士及有年幼子女的人覺得當扶輪社員是

一個很吸引人的機會？ 

 

    我們也將藉由根除小兒痲痹來「光耀扶輪」―並創造歷史。在未來

幾年內根除小兒痲痹這個目標絕對有可能實現―如果我們能保持我們

的動能的話。因此告訴你的朋友、同事、及民選官員，我們必須「現

在就終結小兒痲痹」。請捐獻給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基金，並鼓

勵其他人也這麼做。藉由達成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提出的最新

挑戰，我們能使我們的錢發揮三倍效果。請積極參與在世界史上最大

的公私保健夥伴關係，並在達成任務時分享榮耀。 

    在2014-15 年度，由於我們在34,000 多個社區強化我們的扶輪社

並「光耀扶輪」，我們的承諾及服務將光耀全世界。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屆屆屆屆七月份臨時理事會七月份臨時理事會七月份臨時理事會七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案案案案  7 月 17 日 

主席：江顯皎 社長 

紀錄：陳陽春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陳啟洲、江顯皎、陳進川、陳陽春、方欽瑩、 

          郭垚芳、陳靖庸、蔡清泉、吳聰海、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訂於 7月 27-28日由社長率團拜訪台東普悠瑪扶輪社並

參與捐贈儀式，本活動需租賃中巴乙台，兩天費用一萬元由本

社支付，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Happy Birthday To You 

社友 Importer(45.08.05) 

P.P.Valve夫人郭淑珍小姐(44.08.01) 

Paper社友夫人吳寶蓮小姐(42.08.05)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2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2 名         

缺席人數:…………14 名                     

    出 席 率:…………8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rchi、 

Barcode、Chef、Civil、CNC、 

Michael、PinJer、Ricky、Sam、 

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earing、Paul、Roman、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ircon、Andy、Bed、Brading、 

Machine、Media、Manpower、Money、 

Page、Service、Stanless、Tim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China            講師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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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0909090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羅東西區社 

P.P.China，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秘書 Serina 以及本社社

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Jaysjinnet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Design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5,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C.P.Yico 2,000 
3. P.P.Case 1,000 4. P.P.Building 1,000 
5. P.P.Valve 1,000 6.  秘書 Designer 1,000 
7. 社長提名人 Land 1,000 8. 社友 Jaysjinnet 1,000 
9. 社友 All Line 1,000 10. 社友 Risen 2,000 
11. 社友 John 1,000 12.   

小計：15,000 元 

承上期：119,8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曾俊賢 醫師 
講題：睡好眠-探討阻塞式呼吸中止症 
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睡眠中心睡眠 
      技師 
學經歷： 
※ 中國醫藥學院醫事技術學系 
※ 陽明大學急重所碩士班 
※ 蘭陽民生醫院醫事檢驗師 
※ 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臨床呼吸

生理契約醫事技術師 

下週節目~第一次爐邊會議暨父
親節慶祝活動 

日期：8月7日(星期四) 
地點：青青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６號) 
程序：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餐敘及晚會 
爐主：社長 Chiang Ji、P.P.Ball、
P.P.Blower、P.P.Plastics、 
P.P.Scuba、P.P.Paul、社友 All 
Line、Bearing、HPO、James、Lawyer、
Machine、Money、Ricky敬邀社友與寶
眷帶父親參加同樂！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三
鶯分隊清寒學子泳訓班經費 

日期：8月1日(星期五) AM 8:00 
地點：北大游泳池 
     (三峽區復興路237巷1號) 
職業服務-捐贈德霖技術學院 

日期：8月1日(星期五) AM 11:00 
地點：六社聯合辦事處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RI 批准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 

授証日期：2014 年 6 月 17 日           輔導社：土城山櫻扶輪社 

總監特別代表：林佩穎前社長           輔導主委：王汝月創社社長 

成立時輔導社社長：劉慧敏前社長       社員人數：48 名 

現任社長：張佳美(Amy)                現任秘書：林芳伃(Serina) 

社員高低年齡：高 60 歲 低 23 歲        平均年齡：38 歲 

例會時間：每星期三晚上 7 點 

例會地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 號 6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