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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 國際扶輪社長
梅隆尼 Mark Daniel Maloney 文告
親愛的扶輪社友及各位扶輪家人：
我熱愛旅行！我甚至很享受從一地到另一地
的平凡單調過程。可是去年我和我太太 Gay 經歷
了一個會讓最樂天的旅人都很難保持樂觀的體驗。
我們發現我們要等待 6 小時，在一個沒有預定
前往的機場，在一個我們沒計畫還在路程上的日子，
那天早上還在一個前一天晚上之前都不曾聽聞的飯店醒來。這就是那樣的一天。
當我們在紐約市甘迺迪機場等候期間，我到處走走看人。我們從航廈的一端
走到另一端再折返，看著每個候機門、每個目的地、每個等待班機的人群。
每個候機門都自成一座人道島嶼。當我們沿著機場大廳走，我們置身紐約，
跟著人群的潮水移動。可是當你轉向走到座位區，你便離開人潮，在某座島嶼登
陸。你就已經在德里、巴黎、或特拉維夫。
我們剛開始散步時，我心想：「這麼多不同的人，這麼多不同的國家，都匯

土城中央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記錄
壹、 時間:2019 年 06 年 20 日(四)13:30
貳、 地點: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館
參、 會議記錄:蔡東樺
肆、 出席人員:全體社友
伍、提案：
提案一:本社高爾夫球聯誼會已成立 19 年了，當初由理事會通過至今。因應時代思維
變遷及期能鞏固土城中央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會，由全體社友同意 [土城中
央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會章程]。
提案人：陳陽春、周弘章、劉昭利。2019/5/28
說 明:如附件章程
決 議:
土城中央扶輪社高爾夫球聯誼會章程 經 6/20 會議結論，更改如下：
1.IPP 為當然會長
2. 獎項不細分，改成略稱，(與原始取得章程內容一樣)
2019/6/20 經社務會議說明與表決
出席人數：42 人
同意人數：27 人

集在一個地方。這就跟扶輪一樣！」可是當我們走過一個個的登機門，我明白了
一件事。這跟扶輪完全不一樣。因為這人潮中的每個人都朝向島嶼前進，而每座
島嶼都自成孤島。要去台北的人可能會跟彼此交談，可是他們不會跟前往開羅或
拉哥斯的人說話。
把這點拿來和扶輪比較。扶輪讓我們可以與彼此相互連結，用深刻且有意義

土城中央扶輪社 2019-2020 年度爐邊會議爐主分組表
爐邊會月份
8 月父親節

的方式，跨越彼此的差異。扶輪讓我們與本來不會相識的人連結，他們跟我們的
相似程度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扶輪讓我們與社區連結，連結到專業的機會，連
結到需要我們協助的人。

10 月中秋節

連結就是讓扶輪經驗與在甘迺迪機場大廳散步迥然不同之處。在扶輪，我們
沒有人是島嶼。我們大家都一起在扶輪，無論我們是誰，無論我們來自何處，無

12 月跨年

論我們說哪種語言或依循哪些傳統。我們都與彼此相連結在一起──我們的社
區、我們扶輪社員，以及我們都隸屬的地球村的成員。

2 月新春團拜

這種連結就是扶輪經驗的核心所在。那是吸引我們到扶輪的要素。那是我們
為何留下來的原因。請與你的扶輪社友一起展開扶輪連結世界這個旅程。

5 月母親節

編組人員

社長 Trading、Andy、Arch、P.P.Bicycle、Banker、Braht、
Human、Ironman、P.P.Manpower、Paper、Panray、
P.P.Thermo
P.P.Ball、P.P.Chiang Ji、Camera、Civil、P.E. Green、
HPO、Steve、Importer、Jimmy、P.P.PVC、P.P.Scuba、
P.P.Spring
Alumi、Barcode、P.P.Case、P.P.CNC、Fire、
P.P.Hardware、Jerry、Life、Machine、Page、Ray、C.P.Yico
Accountant、Auto、Alex、Connector、James、Jason、
Jaysjinnet、Printer、Quba、Stone、Tim、Wine
P.P.Building、CK、I.P.P.Designer、Ginseng、P.P.Lawyer、
Look、P.P.Paul、P.P.Plastics、Risen、Sake、P.P.Valve、
Tile

※ 請各組自行推選組長，每次爐邊會議由各組推派之組長統籌安排相關事宜！

例會事項報告
一、

6 月 26 日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1 名
出席人數:…………51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講師：周弘章 社長
講題：首敲暨這是咱們的扶輪社
我的扶輪學習及工作報告。
★會後召開七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日期：7月11日(星期四)
講師：待確認
講題：待確認

補出席人數:……… 1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9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uto、Banker、CK、Jerry、
Machin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年度各項基金認捐開始囉！
巨 額 捐 獻：累積或單次捐獻一萬美金
保羅哈里斯基金：一千元美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一萬元台幣
※歡迎社友們踴躍認捐！

Jimmy、Paper
三、免計出席
Hoist
四、補出席
Hardwar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本社社友及寶眷

邀請人及所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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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

Printer 社友夫人賴思寰(07.09)

本社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Paul 與夫人林玫君女士(07.10)

~ 謝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04 日出刊

啟 ~

本社於 6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30 分假新莊頤品飯店舉行土城中央扶輪社 22 屆
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承蒙貴賓及社友們寵賜花籃及禮金,倍增本社無
限光彩,隆情厚意,無任銘感,謹申謝忱。

禮金3490 地區總監 蔡志明 叁仟元、褓姆 廖聰義 貳仟元、輔導主委 陳瑞成 貳仟元、
前總監 郭道明 壹仟元、、前總監 洪清暉 壹仟元、前總監 邱添木 壹仟元、總監當
選人 張秋海 貳千元、總監提名人 陳向緯 貳千元、總監提名人 黃文龍 壹仟元、
2019-20 地區秘書長 涂豐川 壹仟元、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黃中義 壹仟元、第七分區助
理總監 蕭君銘 壹仟元、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賴興鴻 壹仟元、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邱金花 壹仟元、地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張新宏 壹仟元、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當選人
陳明理、第七區分區地區副秘書當選人 許秋玉 壹仟元、地區辦公室主任 凌見臣、
地區公共關係長 劉天祥 壹仟元、地區副公共關係長 葉定綱 壹仟元、巨額捐獻人主
委 劉雲玉 壹仟元、土城扶輪社 壹萬元、三峽扶輪社 壹萬元、土城山樱扶輪社 壹萬
元、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壹萬元、土城東區扶輪社 壹萬元、新北城星扶輪社 壹萬
元、板橋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北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東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南
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西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中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群英扶輪
社 伍仟元、新北光暉扶輪社 伍仟元、樹林扶輪社 伍千元、鶯歌扶輪社 伍仟元、樹
林芳園扶輪社 伍仟元、大漢溪扶輪社 伍仟元、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伍仟元、北大光榮
扶輪社 伍仟元、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參仟元、新北世界扶輪社 伍仟元、臺東普悠瑪
扶輪社 陸仟元、三重東區扶輪社 前社長黃火木 壹仟元、台北市民生扶輪社 社長當
選人 陳進川 貳千元。

高架花籃、盆花新北市議員林金結 敬賀 高架花籃乙對、豪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羅木 高架花
籃乙對、喜悅團團長 彭蘇進暨全體團員 高架花籃乙對、盛興隆塑膠電子(深圳)有限
公司董事長 伍導成 高架花籃乙對、日本 阪和朩－口株式会社社長 高野幸雄 高架花
籃乙對、RIGHTWAY WORLDWIDE LIMITED 高架花籃乙對。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