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6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九月份文告 

親愛的扶輪社友：  

    從前有個年輕力壯的人找到伐木工的工作。他充滿幹勁地展開工作：第

一週，他砍了 18 棵樹，並將它們劈成柴薪。第二週，他還是一樣賣力，但

是他發現居然只砍了 11 棵樹。第三週，儘管從早到晚不停工作，但只砍了

6 棵，於是他沮喪地向領班提出辭呈。「我越來越沒力氣。現在砍的樹比以

前少了。」  

    領班看一看這年輕人，看起來似乎身強體健的。「你有沒有想到可能是

斧頭鈍了，磨一磨就好？」他問。「磨斧頭？誰有時間去磨斧頭？」年輕人

惱怒地問。「我一直忙著在伐木﹗」 

    當我們沒達到自認為該有的進度時，自然而然的反應是要加倍努力。可

是，有時候更好的反應並不是更努力去做，而是用更聰明的方法去做。看看

你手上的工具。分析你做事的程序。你有沒有用最有效方式來運用資源？或

者你是在使盡渾身力量用一把鈍斧頭去伐木？ 

    最近 20 年，我們大張旗鼓強調社員的重要性。我們設定目標並發起

運動，焦點都是放在引進更多社員。然而，社員總數還是維持不變。 

    現在我們應該把工具磨利才對。我們不應把焦點放在「我們如何把更多

社員帶進扶輪？」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如何增進扶輪社員資格

的價值，以使更多人想要加入、而想離開的人更少？」 

    其中一個方法是利用 7 月開始實施的新的扶輪全球回饋 (Rotary 

Global Reward) 計畫。這個創新計畫讓扶輪社員能與全世界各地的企業及

服務供應者往來，並獲得折扣及減價。扶輪社員個人可將他們自己的企業納

入其中，與扶輪已經談好關係的企業並列；最適當提案的企業將被加入名

單。我們也已創造了新選項，讓企業將每筆交易的利潤的一部份回饋給扶輪

基金會，而且有幾家公司已經加入這個行列。我們每個月將更新名單，並公

布我們可能收到的新增提議。我敦促你們所有的人現在就到國際扶輪網站 

Rotary.org 的 My Rotary 網頁登記，試用一下。參與的扶輪社員更多，

這個計畫將更有活力，而且好處更多。 

    扶輪全球回饋計畫不只是另一個權利金計畫而已，更是作為扶輪社員及

參與扶輪網絡的新福利。它是結合企業及服務的另一個方法。它更是另一種

增進扶輪社員價值的方法。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潛在的社員會問自己，「這

對我有什麼好處？」我們必須藉由顯示給他們看成為扶輪社員可豐富他們的

生活，正如豐富了我們自己的生活一樣，來證明扶輪的價值。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5年10月01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5115號  

 附 件   ：  附件一 報名表  

 主 旨   ：  更正國際扶輪3490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計畫-泰國

D3350之參訪日期，請查照。  

 說 明   ：  

一、本地區辦公室前104年9月17日國扶辦字第2015107號檢送國際扶輪3490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計畫-泰國D3350之參訪日期更改，茲更正 

    為2015年10月26日至10月30日。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8名–限扶輪社友或寶（尊）眷(略通英語或泰語者)  

    2.參訪日期：暫定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0月30日，共計5天4夜  

    3.回訪日期：暫定2016年4月份（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負責全程接待）  

    4.費 用：全數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自行負擔。  

    5.報名時請檢附：  

      ①申請表一份 (須所屬扶輪社社長簽名)。  

      ②預繳部份旅費新台幣貳萬元整，報名之後如無故退出恕不退費。  

      ③最近3個月內彩色半身相片(電子檔)。  

三、受理截止日：2015年10月12日前經由各社辦理報名。  

四、請將報名表e-mail郵寄到地區辦公室，報名採預繳旅費優先順序辦理， 

    額滿為止。  

五、預繳部份旅費匯款帳戶如下 

    戶名： 許秋玉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006) 迴龍分行  

    帳號：1117765218339  

    附註:如有未明之處,請逕洽地區扶輪友誼交換(泰國D3350)—土城山櫻 

    社RFE秘書 Joyce 電話:02-22603700，手機:0983557371  

 

副本：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前總監、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 區 總 監 ： 邱添木  

 地 區 R F E 主 委 :  蔣家鈴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1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3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24 名                     

    出 席 率:…………71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Banker、 
Barcode、Bearing、Book、 
Branding、Chef、Civil、LED、 
Manpower、Media、Michael、Page、 
Pin Jer、Quba、Ricky、Sam、 
Whole、Wood、Fire、Jeff、Jerry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ife、Machine、Ro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uto、Chiang Ji、Jaysjinnet、 
Lawyer、Paper、Stanless、Tim、 
Win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All Line 社友         講師 
     A.G.Lawyer         三峽扶輪社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江奕辰 先生         P.P.Paul 
     吳科進 先生         P.P.Paul 
     蕭瑄伯 先生         P.P.Paul 
     鄭凱元 先生         Ray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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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69696965555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All Line 社友；接下

來歡迎蒞臨貴賓：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Lawyer、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Amy、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社友、今日將佩章的四位準社友：福聚人
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江奕辰總經理、百進再生有限公司 吳科進總經理、峻天
實業有限公司 蕭瑄伯總經理、聚亨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鄭凱元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
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PVC、Human 社友、Jimmy 社友、Media 社友、Wood 社友，祝福

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結婚 38 週年紀念、Pin Jer 社友與莊秀芬夫

人結婚 21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共享生命的美好！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2,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PVC 1,000 6.  P.P.Ball 1,000 
7. P.P.Case 1,000 8. P.P.Paul 1,000 
9. P.P.Spring 1,000 10. 社友 All Line 2,000 
11. 社友 Andy 10,000 12. 社友 CNC 1,000 
13. 社友 Doctor 1,000 14. 社友 HPO 1,000 
15. 社友 Human 1,000 16. 社友 Ray 1,000 
17. 社友 Risen 1,000 18. 社友 Rick 1,000 
19. 社友 Rick 2,000    

小計：32,000 元 
承上期：245,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黃萬盛 Roman 社友 
講題：職業分享-數字教育 智慧課堂 
      雲端雙屏電子書包  
現任：鎮洪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天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經歷： 
※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畢業上 
※ 環泰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 上海鎮洪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總經

理 
※ 騰雲科技（江蘇）有限公司總經理 
※ 馬鞍山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副
會長 

※ 擁有20年IT經理人資歷的電子書
產業專家 

§會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10月15日(星期四) 
講師：楊志雄 老師 
講題：從經營之神胡雪巖看管理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少年之家 
時間：10月8日(星期四) PM 3:30 
地點：桃園少年之家 
     (桃園市金門二街 187 號)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七分區社區服務-捐贈甘樂文創

課後陪讀計畫經費 
時間：10月12日(星期一) PM 6:00 
地點：小草書屋 
     (三峽區清水街 291 號)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P.P.Paul(55.10.12) 
Adoah 社友(62.10.08) 
Auto 社友(65.10.14) 

Printer 社友(60.10.14) 
Enter 社友夫人林筠蓁 

(74.10.13)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James 社友與楊碧麗夫人

結婚 20 周年紀念

(84.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